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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解决模式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影响

郑海英 、 刘瑞云 、 李鹏艳 、 闫晓云 

【摘要】目的　分析聚焦解决模式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

115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分组，对照组 57 例给予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 58 例增加聚焦解决模式干

预，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治疗依从性、焦虑抑郁情绪、生活质量、疗效及复发

率。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 CRP 水平、SAS、SDS 评分及复发率均低于对照组，治疗依从率、总有

效率及 SF-36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聚焦解决模式能够有效提升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治疗依从性，缓解焦虑抑郁情绪，降低复发率，提升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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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ocused solution mode o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ZHENG Haiying，LIU Ruiyun，LI Pengyan，et al. Hebi City People's Hospital，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focused solution mode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Methods　A total of 115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57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mode，while 58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focused focus mode. 

The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 levels，treatment compliance，depression，anxiety，quality of life，clinical outcomes and 

recurrence rat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the CRP level，SAS，SDS score 

and recurrenc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rat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SF-36 scor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focused 

solution mod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relieve anxiety and de-

pression，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improve clinical efficacy and 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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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率约为 11.6/10 万 ［1］，

溃疡性结肠炎确切发病原因并不明确，以对症支持

治疗为主，由于病情迁延难愈，极易导致患者出现

焦虑、抑郁情绪，反过来又影响治疗效果和预后。

聚焦解决模式主要干预机制为：找到问题 - 明确解决

目标 - 制定解决方案 - 检验结果，近年来其应用范

围逐渐扩展 ［2］。本研究旨在观察聚焦解决模式在溃

疡性结肠炎患者中的干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鹤壁市人民医院 2016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

期间消化血液内科住院部收治的 115 例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经症状体格、纤维结肠镜检查、直肠指诊

等检查确诊，符合由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

性肠病协作组制定的《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

规范的共识意见》［3］中对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断标准，

临床症见腹泻，脓血黏液粪便，发热，里急后重，

结肠阵发性痉挛性疼痛，排便后缓解，镜检显示黏

膜水肿、充血，脆而易出血；患者知情同意，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药物禁忌症，既往精神病史者，爆

发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合

并血液性疾病者，肢体功能障碍者。纳入患者依据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其中对照组 57
例，男 31 例，女 26 例；年龄 27～60 岁，平均（43.41
±4.26）岁；病程 1.2～2.9 年，平均（2.03±0.29）年；

疾病活动指数（DAI）（7.88±1.99）。观察组 5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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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30 例，女 28 例；年龄 25～62 岁，平均（43.38±

4.23）岁；病程 1.1～3.1 年，平均（2.05±0.31）年；

疾病活动指数（DAI）（7.91±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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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均给予纠正电解质紊乱、抗感染基础

治疗，同时依据患者病情给予泼尼松、美沙拉嗪口

服，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干预，对患者进行健

康宣教，督促患者服药，监测生命体征，出院时给

予出院指导。

观察组患者增加聚焦解决模式干预，具体操作

如下：

1.2.1　建立聚焦小组　 入组成员包括主治医师

1 名，护士长 1 名，责任护士两名，心理咨询师 1 名，

营养师 1 名，康复治疗师 1 名，所有人员在入组后

进行聚焦解决模式内容培训，培训后进行考核，考

核合格后上岗。

1.2.2　描述问题　了解患者存在问题，并制定

问题表格，该研究中主要存在的问题（1）疾病认知：

对疾病认知不足或存在错误观念，对疾病重视度不

够；（2）饮食不合理：日常饮食以自身喜好为主，无

合理饮食方案；（3）存在焦虑抑郁情绪：病程较长促

进负性情绪滋生，加之疾病反复，导致机体应激异

常；（4）无运动支持：日常活动不合理，或基本无日

常活动。

1.2.3　构建目标，制定干预计划　依据 1.2.2 中

的内容，制定针对性干预方案，（1）强化认知干预并

进行问卷考核：通过书本、图片、幻灯片、会议模式

对患者进行疾病知识普及、讨论，积极解决患者问

题，制作疾病相关知识问卷由患者进行解答，加强

患者对疾病知识的了解，不定时抽查，使患者了解

如疾病不能得到控制会产生的后果，通过邀请治疗

成功患者进行现身说法，提升患者对疾病的重视及

治疗依从性；（2）制定饮食计划：评估患者营养风险

及营养状况，依据评估结果制定营养支持计划，以

清淡、低渣、易消化食物为主，进餐时以少食多餐

为原则，必要时可给予肠内营养制剂，症状严重患

者可先行应用肠外营养，病情缓解后再给予肠内营

养；（3）心理护理联合音乐疗法：对患者进行每周 1
次的心理干预，由专业心理咨询师介入，30min/ 次，

日常多于患者交流，了解患者焦虑抑郁原因，并及

时解决，每天进行 60min 的音乐聆听，抑郁患者选

取轻松、欢快的纯音乐曲目，焦虑患者选取舒缓的

纯音乐曲目，分两次进行；（4）中高架八段锦运动

支持：运动前先由康复治疗师对患者进行八段锦常

规培训，熟练掌握后采用中高架平视高度进行练习，

涉及下蹲、屈膝动作时角度维持在 135°左右。

1.2.4　出院后随访复查，评价进步　不定时对

出院后患者进行家庭随访调查，明确患者服药、饮

食、运动干预执行情况，嘱患者定时回院检查，如

遇问题随时致电联系，有责任护士及主治医师给予

及时解决，对于患者的进步进行充分肯定，出院后

随访 6 月并对比疗效。

1.3　观察指标

（1）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抽取外周血 3mL，采用

免疫比浊法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患者干预前后

C 反应蛋白（CRP）水平变化；（2）治疗依从性 完全

依从：患者能够遵医嘱按时服药，按照生活作息时间

生活，饮食合理，定期复查；基本依从：忘记服药次

数 <5 次，生活作息正常，饮食合理，复查次数遗漏

<2 次；不依从：未达基本依从标准；依从 = 完全依从

+ 基本依从；（3）焦虑抑郁情绪变化：于患者治疗前

后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

评价负面情绪，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各包含 20 项内

容，每项评分 1~4 分，由患者依据问题自行评价，评

分完成后为粗分，粗分 ×1.25 即为最终得分，评分标

准：<50 分为无焦虑抑郁，50~59 分为轻度抑郁焦虑，

60~69 分为中度焦虑抑郁，>70 分为重度抑郁焦虑；

（4）生活质量变化：采用健康调查简表中文版评分

（SF-36）进行评价，其内包含健康变化（1 项）、社会

功能（2 项）、身体疼痛（2 项）、情感职能（3 项）、活

力（4 项）、生理职能（4 项）、精神健康（5 项）、总体

健康（5 项）、生理功能（10 项）九大项 36 小条目内容，

每条目采用 0-5 分进行评价，得分越高提示患者该项

目越佳，生活质量越好；（5）临床疗效 显效：症状体

征显著改善，结肠镜显示无黏膜溃疡；有效：症状体

征有所改善，结肠镜检查显示黏膜存在轻度感染；无

效：未达有效标准［4］；（6）复发率：记录并对比两组患

者治疗后随访期间复发率，复发标准；经影像学、镜

检、实验室等检查确诊，临床表现血便、腹痛、腹泻。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计量

资料分别采用［n（％）］、（x±s）表示，χ2、t 检验，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炎症因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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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所见，干预后 CRP 水平均明显降低，观察

组患者更为明显，组内治疗前后及组间比较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对比（x±s，mg /L）

组别 时间 CRP

对照组（n=57） 干预前 26.21±6.02

干预后 11.03±2.91△

观察组（n=58） 干预前 26.19±5.96

干预后 6.33±1.2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治疗依从性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依从率 100％，对照组患者干

预后依从率 89.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2.3　焦虑抑郁情绪变化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AS 及 SDS 评分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生活质量变化

两组患者干预后 SF-36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

升，尤以观察组患者提升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4-5。
表2　治疗依从性对比［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无依从 依从率

对照组 57 30（52.63） 21（36.84） 6（10.53） 51（89.47）

观察组 58 36（62.07） 22（37.93） 0 58（1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x2=4.4886，*P=0.0341<0.05。

表3　SAS、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SAS SDS

对照组（n=57） 干预前 73.69±7.45 75.66±7.98

干预后 46.69±5.13△ 45.21±5.01△

观察组（n=58） 干预前 73.82±7.52 75.75±8.03

干预后 35.59±3.69△▲ 36.61±3.5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治疗前SF-36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活力 健康变化

对照组（n=57） 23.36±2.51 7.35±1.66 3.30±0.55 9.53±1.11 3.86±0.55 4.65±0.56 9.68±0.99 5.63±0.60 0.96±0.09

观察组（n=58） 23.41±2.49 7.37±1.71 3.29±0.58 9.50±1.08 3.83±0.53 4.58±0.58 9.70±1.01 5.66±0.58 0.97±0.10

t 0.1072 0.0636 0.0948 0.1469 0.2979 0.6583 0.1072 0.2726 0.5633

P 0.4574 0.4747 0.4623 0.4417 0.3832 0.2559 0.4574 0.3928 0.2872

表5　治疗后SF-36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活力 健康变化

对照组（n=57）40.88±1.55* 15.33±0.46* 7.36±0.29* 19.88±1.36* 8.11±0.79* 10.58±0.93* 20.58±1.03* 14.25±1.30* 3.01±0.18*

观察组（n=58）48.70±0.81* 18.89±0.20* 9.06±0.18* 23.10±0.86* 9.18±0.11* 13.71±0.26* 23.88±0.63* 18.70±0.52* 4.57±0.05*

t 33.9909 53.9792 37.8406 15.2025 10.2155 24.671 20.7663 24.1769 63.5597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5　临床疗效及复发率

观察组总有效率 96.55％高于对照组 84.21％，复

发率 5.17％低于对照组 17.54％，（P<0.05），见表 6。
表6　总有效率及复发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复发率

对照组 57 23（40.35）25（43.86） 9（15.79） 48（84.21） 10（17.54）

观察组 58 30（51.72）26（44.83） 2（3.45） 56（96.55）* 3（5.17）*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5.0616，4.3883，*P=0.0245，

0.0362<0.05。

3　讨论

心理因素和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

系，影响疾病预后［5-7］。因此对患者负性情绪要积极

处理。聚焦解决模式更为相信个体的潜能及自身资源，

尊重个体，通过最大化挖掘个体潜力，促使个体向积

极方向转变［8］。聚焦解决模式的原则是以人为中心，

明确患者抗病能力，提升患者康复水平及适应能力，

使患者掌握相关资源及技能，最大限度的获取支持［9］。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血清

炎症因子水平、焦虑抑郁情绪、生活质量变化、治

疗疗效及复发率各项指标改善效果均显著优于对照

组患者，提示聚焦解决模式能够更为有效的提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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