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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心理护理对伴抑郁的帕金森病患者的情绪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秦元玲 1 、 熊　虹 2

【摘要】目的　探讨对伴抑郁的帕金森病患者实施个性化心理护理后，其情绪以及生活质量的变

化。方法　本文将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帕金森病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分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对照组 40 例患者以常规护理进行干预，观察组 40 例患者以个

性化心理护理进行干预，比较护理前后 HAMD 评分、UPDRS 评分，患者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及护理

前后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两组之间 HAMD 评分、UPDRS 评分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低（P< 0.05）；

患者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及生活质量评分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高（P< 0.05）。结论　个性化心理

护理在帕金森病伴抑郁状态患者中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可有效改善患者症状，减轻患者的抑郁情

绪，提高依从性与满意度，进而不断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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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QIN Yuanling，XIONG Ho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Zhengzhou 450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The total 80 of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

sion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19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all of them were given routine treatment，4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ntervened with routine 

nursing，40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intervened with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HAMD 

score，UPDRS score，Quality of life score，patient compliance，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HAMD and UPD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patient compliance，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has a good effect i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patients，reduce the depression of patients，improve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and the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Parkinson's disease；Depression；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Quality of life

帕金森病是老年人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患者主要表现为静止时手抖、运动迟缓、语言障碍、

肌强直、记忆力下降、震颤、失眠、嗅觉减退、难

以姿势平衡及语言障碍等症状，患者往往心理压力

较大且多存在焦虑与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对其身

心健康与日常生活均有严重影响［1］。抑郁是帕金森

病患者的非运动性症状，帕金森病伴抑郁症状会导

致患者出现功能障碍，进而影响到其生活质量与社

会功能，帕金森病同时出现抑郁与焦虑的概率较高，

抑郁症状的出现不但会加重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与

运动障碍，还会直接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

需要及时采取有效治疗来改善患者预后［2］。临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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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的治疗方式主要有手术治疗、药物治疗与

康复治疗，由于治疗具有长期性特点，患者依从性

普遍较低，需要在治疗期间实施有效干预来提升疗

效，提高生活质量［3］。本次研究对帕金森病伴抑郁

状态患者实施个性化心理护理，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将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收治的帕金

森病患者 80 例进行观察，随机分组之后观察组 40
例，男 21，女 19；年龄最小 52 岁，最大 87 岁，均

值（69.65±3.35）岁；病程最短 0.7 年，最长 12 年，

均值（6.35±0.65）年。对照组 40 例，男 22，女 18；

年龄最小 53 岁，最大 88 岁，均值（70.75±3.25）岁；

病程最短 0.9 年，最长 12.2 年，均值（6.55±0.55）

年。两组患者基本资料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

纳入标准：（1）均具有完整的病历资料；（2）均

符合帕金森病的诊断标准；（3）HAMD 评分均在 14
分以上；（4）均存在日常生活功能障碍；（5）主要表

现为持久的轻中度抑郁；（6）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排除标准：（1）持续抑郁时间在 2 周以内者；

（2）药物、中毒或者外伤引起的帕金森综合征者；

（3）存在精神病史者；（4）合并严重器质性病变者；

（5）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者；（6）中途退出研究者。

1.2　方法

均给予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能药、金刚

烷胺或者多巴胺替代疗法治疗。

1.2.1　对照组以常规护理进行干预　加强生活

指导，为患者营造安静舒适的病房环境，指导患者

自理，定期帮助其翻身并清洁身体，及时更换衣物，

对于大小便失禁的患者要及时帮助其处理，可在床

上垫软垫，帮助患者按摩，预防压疮的发生，指导

患者按时按量进食，禁食辛辣刺激性食物，加强用

药指导与监督，避免出现漏服药物或者错服药物现

象，在患者用药之后观察其出现的不良反应并及时

进行处理，共干预 3 个月［4］。

1.2.2　观察组以个性化心理护理进行干预

1.2.2.1　心理评估　实施个性化心理护理首先需

要进行心理评估，通过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来指导后

续的护理。护理人员在接诊之后要细致观察患者的言

行与面部表情，进而对其心理状态进行判断，之后根

据判断情况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心理护理措施［5］。

1.2.2.2　加强护患沟通　为获取最佳的患者信

息，护理人员需要与患者加强沟通交流，充分赢取

患者的信任感，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同时还要加

强病房巡视，观察患者在接受治疗与护理期间的情

绪变化情况，之后对治疗方案与护理方案进行调整。

护理人员在与患者沟通交流的同时要灵活应变，对

于文化程度不同或者社会层次不同的患者要采用不

同的语言与其交流，评估患者心理状态，了解其心

理需求。对于情绪波动较大且情感较脆弱的患者要

及时加强心理疏导，让其感受到被重视或者被尊重；

对于失去治疗信心的患者要闹心讲解疾病的治疗周

期与病程情况，让其意识到消极情绪对病情的危害，

提升其治疗的信心，进而以良好的心态接受治疗，

提高治疗的积极性与配合度，进而延缓病情进展［6］。

1.2.2.3　家庭及社会支持　来自家庭与社会的

支持对患者的康复具有促进作用，护理人员需与患

者家属及亲友取得联系，告知其患者的精神状态及

需要的支持，告知其疾病的发生原因、出现的症状

与并发症等，让其积极参与到护理中，给予患者一

定的精神支持，鼓励并安慰患者，消除其不良情绪，

改善其精神异常症状，积极配合治疗与护理，构建

良好的社交关系，尽早回归社会［7］。

1.2.2.4　记忆刺激　可通过回忆往事的方式来

刺激患者的记忆，护理人员可与患者家属共同参与，

引导患者回忆快乐的过往，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每周对患者进行一次心理干

预，每次干预的时间在 1～2h，共干预 3 个月［8］。

1.3　观察指标

统计分析护理前后 HAMD 评分、UPDRS 评分、

患者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及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

采用 HAMD（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价患者的抑郁状

况，总分在 24 分以上表示严重抑郁，17 分以上表示

中度抑郁，7 分以上表示轻度抑郁，7 分以下表示无

抑郁症状［9］。采用 UPDRS 评分评定患者的帕金森症

状，主要包括 31 个项目，分值范围在 0～5 分之间，

0 分表示无症状，5 分表示症状严重，评分越高表示

患者症状越严重。采用 GQOL-74 量表评价生活质

量，主要包括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功能、角

色功能以及躯体功能，每项总分为 100 分，评分越

高说明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患者依从性主要包括

完全依从、部分依从及不依从三方面。护理满意度

总分为 100 分，90 分以上为非常满意，60～90 分之

间为比较满意，60 分以下为不满意［10］。根据 Yahr 将

帕金森病的严重程度分为 5 级：1 级：症状轻微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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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侧，存在轻度障碍或者功能不影响；2 级：存在

双侧性障碍，但仍可保持正常姿势，日常生活与工

作存在一些障碍，但可坚持；3 级：存在直立反射障

碍，存在活动受限现象与轻中度功能性障碍，不依

赖别人生活可自理；4 级：存在严重功能障碍，靠自

己能力生活困难，不依靠支撑可勉强步行与起立；5
级：难以站立，不依靠帮助只可勉强在轮椅或者床上

生活。

1.4　统计学方法

分析研究数据的软件为 SPSS 22.0，计量资料的

检验方式为 t 检验；计数资料的检验方式为 χ2 检验。

数据之间存在差异以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 HAMD 评分

护理前 HAMD 评分相比，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 HAMD 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1　护理前后HAMD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1周后 护理6周后 护理12周后

对照组 40 34.58±3.59 28.26±2.24 24.84±2.96 13.68±2.02

观察组 40 35.28±3.36 25.17±3.14 21.58±3.33 9.23±1.22

t值 -- 0.900 5.067 4.628 11.926

P值 -- 0.371 0.001 0.001 0.001

2.2　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

护理前生活质量评分相比，观察组与对照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相

比，观察组较对照组高，P<0.05，详见表 2。

表2　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x±s，分）

组别 时间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生理功能 角色功能

观察组（n=40） 护理前 76.72±3.89 76.65±3.35 77.27±2.53 81.88±3.97 72.42±5.53

护理后 89.41±7.92 91.77±4.63 93.34±5.96 95.48±4.91 86.73±4.20

对照组（n=40） 护理前 75.78±4.32 77.96±3.03 76.27±2.63 80.17±4.06 74.21±4.63

护理后 84.39±5.02 88.21±4.87 90.38±5.47 89.91±4.82 83.77±4.73

t* -- 1.023 1.834 1.733 1.905 1.569

P* -- 0.310 0.070 0.087 0.061 0.121

t# -- 3.386 3.351 2.314 5.119 2.959

P# -- 0.001 0.001 0.023 0.001 0.004

注：*表示两组之间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示两组之间治疗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患者依从性

观察组患者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详见表 3。
表3　患者依从性［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对照组 40 25（62.50） 7（17.50） 8（20.00） 32（80.00）

观察组 40 32（80.00） 6（15.00） 2（5.00） 38（95.00）

χ2值 -- -- -- -- 4.114

P值 -- -- -- -- 0.042

2.4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详见表 4。

2.5　护理前后 UPDRS 评分

护理前 UPDRS 评分相比，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 UPDRS 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患者症状明显好转，P<0.05，详见表 5。

表4　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0 23（57.50） 9（22.50） 8（20.00） 32（80.00）

观察组 40 33（82.50） 6（15.00） 1（2.50） 39（97.50）

χ2值 -- -- -- -- 6.135

P值 -- -- -- -- 0.013

表5　护理前后UPDRS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1周后 护理6周后 护理12周后

对照组 40 90.44±11.98 70.74±11.25 64.86±8.96 54.44±7.94

观察组 40 89.46±12.13 65.42±10.46 60.22±9.44 50.15±8.25

t值 -- 0.364 2.190 2.255 2.369

P值 -- 0.717 0.032 0.027 0.020

3　讨论

帕金森病属于慢性终身性疾病，治疗过程漫长，

患者往往会出现明显的焦虑与抑郁等症状，进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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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情，导致生活质量不断降低，积极对其实施心

理干预可延缓并控制病情进展。因此实施心理护理

非常重要［11］。

个性化心理护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护理人员

主要通过分析患者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对其实施干

预，通过评估患者的心理可帮助护理人员了解其心

理状况，进而为其制定个体化的心理护理方案；加强

护患沟通交流可帮助护理人员了解患者的情绪变化

与心理变化，进而对其实施针对性心理疏导；给予患

者来自家庭与社会的支持可让其感受到来自家人的

关爱，帮助其建立治疗的信心，进而恢复人际关系，

尽快回归社会；通过记忆刺激的方式可通过转移注意

力的方式帮助患者消除不良情绪，减轻内心压力［12］。

由于患者心理压力较大且抑郁情绪较为严重，负面

情绪不但是影响生活质量，还会影响疾病的预后［13］。

帕金森病患者的神经系统症状也对患者的生活质量

与情绪造成较大影响，对其实施个性化心理护理之

后，患者病情出现明显好转，这困难与其心理压力

减轻有关，且随着病情好转，患者不良情绪得以改

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因此，对患者实施个性化

心理护理可有效改善其负面情绪，让患者以良好的

情绪状态接受治疗，有助于提高其积极性与配合度，

进而有效控制病情进展，促进患者尽快恢复［14］。本

研究也发现。护理后观察组 HAMD 评分、UPDRS 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及生

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进一步表明对帕金森

病伴抑郁状态患者实施个性化心理护理可提升疗效，

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与满意度，改善其负面情绪与

帕金森症状，进而提高生活质量［15］。本研究样本量

较小，观察时间较短，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扩大研究

样本量，延长观察时间，来验证个性化心理护理的

长期效果。

综上所述，个性化心理护理在帕金森病伴抑郁

状态患者中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可有效减轻患者

的抑郁情绪，提高依从性与满意度，进而不断提高

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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