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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在老年帕金森合并抑郁患者中的临床效果研究

许慧慧 1 、 罗晓华 1 、   周亚捷 1 、 葛　涛 2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综合护理干预在老年帕金森合并抑郁患者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本院 2019 年 05 月～2020 年 05 月期间接收的老年帕金森合并抑郁患者 146 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73 例。对照组 73 例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

73 例患者给予综合护理干预。观察对比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蒙特利

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MoCA），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74（GQOL-74）评分及干预后护理满意度。

结果　干预后，研究组患者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MoCA 评分和 GQOL-74 各项评分高于对照组

（P< 0.05）。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97.26％）明显高于对照组（83.56％）（P< 0.05）。结论　综合护

理干预可有效减轻老年帕金森合并抑郁患者的抑郁情绪，改善其认知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及护理满

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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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XU Huihui，LUO Xiaohua，ZHOU Yajie，et al. Department of General Medicine，Fifth Affili-
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arkin-

son's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46 elderly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compli-

cated with depression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9 to ma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

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The control group（73 cases）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study group（73 

cases）were give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HAMD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MoCA scores and GQOL-74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study group（97.26％）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83.56％）（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improve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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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在临床中比较

多见，好发于老年人群，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肢

体无法抑制的震颤、姿势不平衡，并伴有不同程

度的非运动症状，比如失眠、抑郁、认知障碍、焦

虑，尤其是抑郁，在帕金森病患者群体中发生率高达

40％～50％［11］，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病情的进

展而不断加重。基于此，积极探索一种更加高效的干

预措施来帮助老年帕金森合并抑郁患者，改善预后显

得至关重要［2］。故而本研究旨在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在

老年帕金森合并抑郁患者中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本院 2019 年 05 月～2020 年 05 月

期间接收的老年帕金森合并抑郁患者 146 例为主

要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帕金森诊断标准［3］；

HAMD-17 评分 >17 分；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已经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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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单位］1.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郑州，450000）；2.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放射科。

［第一作者简介］许慧慧（1985.10-），女，河南鹤壁人，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老年病学。

［通讯作者］葛涛（Email：155075372@qq.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3 期 - 541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署同意书。排除标准：近期用过抗抑郁药物者；脑

梗死或者是脑出血者；存在免疫系统疾病、器质性

疾病、代谢性疾病者；其他疾病所致抑郁者。本研

究通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73 例。研究组包

括 41 例男性和 32 例女性，年龄 61～88 岁，平均

（73.7±4.6）岁；病程 1～6 年，平均（2.9±0.7）年。

岁，平均（73.5±4.4）岁；病程 1～5 年，平均（2.8±

0.6）年。对照组包括 40 例男性和 33 例女性，年龄

60～88 岁，平均（73.7±4.6）岁；病程 1～6 年，平

均（2.9±0.7）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 73 例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要求护理人员

根据医师嘱咐对患者实施治疗性操作，提供最基本

的人性化关怀以及简单的知识讲解，不做其他任何

特殊干预。研究组 73 例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包括如

下内容（1）心理护理干预。了解患者受教育水平、

家庭背景、社会背景、性格特征，全面评估患者身

心健康水平，以便给予针对性疏导，帮助患者减轻

抑郁情绪。与此同时，以通俗的语言，耐心的向患

者及其家属讲解疾病知识，纠正其错误认知，赢得

患者及其家属的支持、配合、理解。对患者加强人

性化关怀，引导患者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以此来

分散其注意力；给予肯定、赞扬、鼓励，耐心聆听

患者主诉；为患者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4］。（2）

生活护理干预。帕金森合并抑郁使得患者运动障碍，

丧失自理生活的能力，对此，护理人员应当在日常

生活过程中对患者加强保护，以防患者出现安全隐

患；合理评估患者活动功能，深入分析患者跌倒高危

因素，并加以防范；室内物品摆放固定，为患者营造

一个舒适温馨、干净卫生的休息环境，将防滑措施

落到实处，针对吞咽困难者，指导其合理饮食，以

免患者发生呛咳；针对长时间卧床者，协助患者变换

体位、叩背、被动活动四肢，以免患者出现压力性

损伤；深入分析患者睡眠欠佳的原因，并通过睡前喝

牛奶或播放轻音乐等方式帮助患者良好睡眠［5］。（3）

饮食护理干预。为患者提供高纤维素、高蛋白、低

脂、低盐的易消化食物，帮助患者形成健康的饮食

习惯，多喝水，促排便［6］。（4）康复护理干预。指导

患者被动或主动活动肢体，比如伸肘、上肢向上举、

握拳、手指伸展、屈曲肘关节等，协助患者从床上

坐起，慢慢移动到床沿，双腿自然下垂，并慢慢站

起来活动［7］；护理人员通过亲身示范或者是视频播放

等方式，鼓励患者发音，改善其语言功能；指导患者

鼓腮、伸舌、闭眼、吹气、微笑以及噘嘴，以此来

帮助患者改善面部肌肉［8］；患者在护理人员或家属的

陪护下进行下床活动、高抬腿。

1.3　观察指标

（1）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9］评分评

估患者干预前后抑郁情绪，包括 17 项，采用 0～4 级

的 5 级评分法，总分 <7 分提示患者无抑郁症状，>17
分提示患者有抑郁症状。分数越高，提示患者抑郁

情绪越严重。（2）采用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

（MoCA）［10］ 评分评估患者干预前后认知功能，包括注

意与集中、执行功能、记忆、语言、视空间技能、抽

象思维、计算和定向力。总分 30 分，总分≥ 26 分提

示认知功能正常。（3）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74（GQOL-74）［11］评分评估干预前后患者的生活质量，

包括心理功能、物质生活、社会功能、躯体功能四个

维度，各维度分值越高提示生活质量越好；（4）采用

满意度调查表统计患者对临床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总

分 100 分，分为非常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维

度。总满意度（％）=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2.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计数资

料以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
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HAMD 评分和 MoCA 评

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HAMD 和 MoCA 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HAMD

评分较前降低，MoCA 评分较前升高，且研究组评分

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HAMD评分和MoCA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例数
HAMD MoCA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73 25.6±2.2 13.3±2.9△ 19.9±1.8 24.6±3.3△

对照组 73 25.5±2.3 20.4±2.5△ 20.2±1.6 22.3±1.4△

t - 0.231 5.219 0.373 9.140

P - >0.05 <0.05 >0.05 <0.05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2.2　两组干预前后 GQOL-74 评分比较

干 预 前 ， 两 组 患 者 的 心 理 功 能 、 物 质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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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社会功能和躯体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心理功能、物质生活、

社会功能和躯体功能评分较前升高，且研究组评分

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干预前后GQOL-74评分比较（x±s，分）

时间 组别 心理功能 物质生活 社会功能 躯体功能

干预前研究组（n=73） 30.5±4.5 45.6±5.5 47.6±5.5 46.7±6.5

对照组（n=73） 30.7±4.4 45.5±4.7 47.8±5.6 45.5±6.6

干预后研究组（n=73）66.6±6.5*△ 67.8±6.3*△ 64.3±6.5*△ 57.8±6.6*△

对照组（n=73） 60.4±2.8* 61.6±3.5* 60.6±3.7* 54.9±7.3*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97.26％）明显高于对

照组（83.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3。
表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小组 病例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73 47 24 2 97.26％

对照组 73 36 25 12 83.56％

χ2 - 18.302

P - <0.05

3　讨论

帕金森病常导致患者认知功能严重障碍，并伴

发非运动性症状，给患者生存质量带来了巨大的影

响［12］。目前，临床治疗中以减轻临床症状、改善生

存质量为主要原则［13］。随着现代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加

重，导致老年帕金森病患者越来越多，且大多数极易

合并焦虑、抑郁等情绪，甚至自杀［14］。基于此，加强

干预老年帕金森合并抑郁患者，帮助患者减轻抑郁程

度，显得至关重要。既往临床所采用的常规护理干预

模式，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患者临床症状，但是

对于患者抑郁情绪、认知功能的改善，效果欠佳。

本研究从老年帕金森合并抑郁患者日常生活、

饮食、身心状态、功能康复等方面加强护理干预，

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的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而护

理满意度、认知功能评分、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

组（P<0.05）。心理干预可转移或分散患者注意力，

促使患者身心状态保持稳定，减轻抑郁情绪对疾病

转归的不良影响；生活护理积极预防了不良事件的发

生，有助于患者良好入眠；饮食干预有助于患者营

养均衡，增强患者机体抵抗力，以免患者出现排便

不畅等情况；围绕患者实际病情而制定的康复干预计

划，可帮助患者肢体功能逐步恢复健康，逐步提高

患者的自理生活能力，进而达到改善认知功能，提

高生存质量的目的［15］。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效果突出，可有效减

轻老年帕金森合并抑郁患者的抑郁情绪，改善其认

知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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