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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行为认知干预用于COPD合并抑郁焦虑情绪患者的疗效

王爱军 1 、 赵　颖 2 、 崔跃明 2 、 崔更力 1 、 张小慧 1

【摘要】目的　探讨家庭行为认知干预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合并抑郁焦虑情绪患者的效果。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40 例合并抑郁焦虑情绪的 COPD 患者，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各 70 例。对照组

给予常规的 COPD 护理干预，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家庭行为认知干预。结果　干预前两组

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组间对比无明显差异（P> 0.05），干预后两

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均出现明显下降，且干预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上述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前两组患者的第 1 秒用力呼气量（FEVl）、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

计值百分比（FEVl/FVC）和用力肺活量（FVC）等肺功能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

预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与干预前相比均明显改善，且干预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前两组患者的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评分中症状部分、活动

能力、疾病影响和总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上述指标评分均明显下

降，且干预组患者的评分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前两组

患者缩唇呼吸、腹式呼吸和全身性呼吸体操等康复训练的依从性相近（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依从性均出现提高，且干预组患者的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在

常规护理干预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家庭行为认知干预，可以更明显改善 COPD 合并抑郁焦虑情绪患者

的不良情绪，提高康复训练依从性，从而提高肺功能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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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family behavior cognitive intervention on COPD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ANG Aijun，ZHAO Ying，CUI Yueming，et al.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in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Beijing 
10003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amily behavior cognitive intervention on COPD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ethods　A total of 140 cases of COPD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andomly，with 70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

trol group were performedwith the routine COPD nursing；based on this intervention，thos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alsoperformedwith family behavior cognitive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cores 

of SAS and SD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P>0.05）.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those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nd the 

scor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of indexes of pulmonary function such as FEVl，FEVl/FVC，FVC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P>0.05）. Theindexes of pulmonary function mentioned above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those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and the index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cores of symp-

tom，activity，disease influence and total scores of SGRQ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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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是以不完全可逆的气

流受限为特征并呈进行性发展的呼吸系统常见病，

具有显著的肺外效应［1］。COPD 患者的病程较长，而

且易出现反复发作，认知功能欠缺，活动能力受限，

因此患者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降低生活

质量［2-3］。COPD 患者并发抑郁的发病率较正常人高，

患者通常表现为情绪低落、疲劳、体重和食欲下降、

睡眠障碍等，处世悲观甚至有自杀倾向［4-5］。COPD

患者的护理主要包括身体康复训练和心理护理，而

对于合并焦虑抑郁的 COPD 患者更应加强对其心理护

理［6］。家庭行为认知干预主要是针对伴焦虑、抑郁患

者常用的积极心理治疗取向，对患者进行思维和行

为的认知，从而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和行为的短程

心理治疗方法［7］。本研究旨在观察在常规护理措施的

基础上增加家庭行为认知干预后对合并焦虑抑郁的

COPD 患者的临床疗效，具体内容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40
例合并抑郁焦虑情绪的 COPD 患者。纳入标准：①患

者均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中 COPD 的诊

断标准；②患者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 3 版中抑郁、焦虑的诊断标准；③患者有一定的

沟通和自理能力；④患者躯体状况稳定；⑤患者无妄

想、幻想等严重精神疾病；⑥患者的家庭稳定，家

庭氛围和谐；⑦患者家属知情同意且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将患者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干预

组，每组各 7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 COPD 护理干

预，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家庭行为认知干

预。两组患者的各基线资料比较均不具有统计学差

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干预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的 COPD 护理干预，比如常规

药物治疗，保持室内清洁，温度湿度适中，坚持吸

氧，调整饮食结构等。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

予家庭行为认知干预：①家庭行为认知干预小组包

括责任护士、心理咨询师和社区医务工作者各一名，

进入 COPD 患者家中开展工作，积极地与患者及其

家属沟通，了解患者的家庭状况，引导患者思考自

身情绪出现强烈变化的原因，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帮助患者认知本身真实的情绪及需求，确定患者存

在抑郁、焦虑情绪的实质，共同制定干预措施。②

针对性的解决患者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组织专

题讲座、病友交流、发放疾病手册等形式的健康教

育，通过角色扮演等方法使患者感受到放松、紧张

情绪的不同，通过情景模拟等向患者展示不良情绪

的影响。对患者持有的错误观点进行纠正，灌输正

确、积极的思维和语言，促使患者再次定向自我知

觉，增强自我生活能力。③以患者家庭为治疗单位，

共同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帮助患者每日力所能及

的参加劳动，记录日常生活中错误的认知观念和行

为，并及时进行纠正。教导患者及其家属每日记录

患者出现不良情绪前的思维变化，通过自我提问和

自我审查发现患者错误的思维并加以改正。将大目

标划分为小目标，每实现一次目标对患者给予鼓励。

1.3　观察指标

①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量表评定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状况，评分越高

表示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越严重。②用肺功能检

测仪测量第 1 秒用力呼气量（FEVl）、第 1 秒用力呼

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l/FVC）和用力肺活量

（FVC）。③采用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评价患者

的生活质量，分为症状部分、活动能力、疾病影响

和总评分 4 个部分，得分越低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

The scores ofthe indexes above of SGRQ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those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nd the scor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compliance of th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such as the reduction of lip breathing，

abdominal breathing and systemic respiratory gymnastic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simi-

lar（P>0.05）. The complian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improved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compliance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anxiety，the compliance 

of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the pulmonary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OPD.

【Key words】 Family behavior cognitive intervention；COPD；Depression and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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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④观察并记录患者按时进行缩唇呼吸、腹式

呼吸和全身性呼吸体操等呼吸功能锻炼的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组间差异不

明显（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

均出现明显下降，且干预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

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SAS、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70 58.73±2.24 53.71±1.52# 61.25±3.34 54.59±2.14#

干预组 70 58.81±2.29 42.18±1.16*# 60.62±3.42 45.94±1.73*#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干预前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FEV1、FVC 和 FEV1/FVC 肺

功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

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均明显改善，且干预组患

者的肺功能指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GRQ 评分中症状部分、活

动能力、疾病影响和总分相近（P>0.05），干预后

两组患者的评分均明显下降，干预组患者的评分

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的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缩唇呼吸、腹式呼吸和全身性

呼吸体操等康复训练的依从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上述指标依从性较

干预前均提高，且干预组患者的依从性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2　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比较（x±s）

组别
FEV1（L） FVC（L） FEV1/FVC（％）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1.37±0.40 1.45±0.38# 2.08±0.46 2.12±0.48# 69.32±9.24 73.27±9.71#

干预组 1.36±0.41 1.50±0.45*# 2.07±0.47 2.16±0.29*# 69.35±9.27 75.83±8.52*#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症状部分 活动能力 疾病影响 总分

对照组 干预前 49.02±7.17 75.31±10.05 39.14±7.74 50.06±9.41

干预后 45.32±6.79# 72.02±8.08# 35.16±5.73# 45.41±7.82#

干预组 干预前 49.05±7.21 75.52±10.11 39.21±7.69 50.12±9.38

干预后 38.94±6.23*# 62.39±6.84*# 30.96±5.04*# 41.28±5.89*#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的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比较（n，％）

组别 时间 缩唇呼吸 腹式呼吸 全身性呼吸体操

对照组
（n=70）

干预前 46（65.71） 43（61.43） 38（54.29）

干预后 56（80.00）# 50（71.43）# 43（61.43）#

干预组
（n=70）

干预前 47（67.14） 42（60.00） 36（51.43）

干预后 64（91.43）*# 58（82.86）*# 52（74.29）*#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干预前比较，#P<0.05

3　讨论

COPD 患者的病情容易反复发作，且病程长，

因此机体的功能会出现相应的下降，日常生活能力

减退甚至丧失，自我护理能力明显降低［8］。急性加

重期 COPD 患者的气喘、咳嗽、咳痰等临床症状较

为严重，会刺激患者大脑皮层，引起抑郁、焦虑等

负面情绪，导致治疗依从性较差。焦虑和抑郁属于

负性情绪，不利于 COPD 患者病情的康复，其出现

焦虑抑郁情绪的患者治疗依从性较差［9］。对 COPD

患者进行认知、心理、生活行为方面的干预，可以

帮助患者建立健康行为相关知识体系，树立战胜疾

病的信心。在 COPD 患者稳定期给予呼吸功能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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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健康行为习惯。家庭行为认知干预可以帮助患

者掌握必要的自我护理及保健知识，建立健康行为

知识体系，进而可以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稳定期 COPD 患者的临床症状较为稳定，呼吸

锻炼干预可以提高患者最大通气量和换气功能，进

而提高患者的活动能力及运动耐力，促进机体的体

液循环，提高患者的情感功能，最终可以减轻其负

性情绪。负性情绪主要产生于大脑左半球，积极情

绪主要产生于大脑右半球，当进行体育锻炼时，大

脑左半球活性下降，右半球活性上升处于主要支配

地位，有助于 COPD 患者克服焦虑、抑郁等负面情

绪［10］。生活行为干预可以帮助患者养成健康的行为

习惯，改善其机体营养的摄入及睡眠质量，进而可

以提高机体免疫力，对焦虑、抑郁情绪具有很好的

改善作用。

COPD 对患者机体消耗很大，患者或家属会丧

失战胜疾病的信心，往往表现出恐惧、焦虑、抑郁

等不良情绪［11］。家庭认知行为干预可以帮助患者意

识到自身心理问题的存在，帮助患者挖掘问题的根

源，帮助患者克服心理问题、摒弃不良情绪，树立

坚持治疗、战胜疾病的信心［12］。认知行为干预护理

还可以让患者学会摒弃不良情绪的方法，有效避免

新的心理问题的出现。家庭认知行为干预可以改正

COPD 患者的不良行为，增加患者坚持治疗疾病的主

动性，增加治疗的依从性；采用适当的认知行为干预

护理，让患者有效消除负面情绪，改变患者的行为

习惯，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使患者主动配合

治疗。家庭认知行为干预有利于加速患者康复的进

程；建立良好的认知结构可减缓患者的心理应激，调

节患者的内分泌功能，促进机体向健康方向转变。

情绪、行为与认知结构相互影响，情绪、行为的改

变会引起认知结构的改变，情绪与行为的改善会重

新构建认知结构，认知结构的改善会改进情绪及行

为，增强患者治疗的依从性。

COPD 患者的年龄一般都较大，生活习惯早已

养成，一些不良习惯极难改变，如吸烟等。COPD 的

相关知识宣传力度不够，一些患者对生活习惯影响

病情的观点持怀疑态度，早期预防意识差，治疗过

程中服药依从性差。认知行为干预促进患者之间的

相互交流，使患者发现自己的痛苦在同类患者中普

遍存在，通过患者间的交流使每位患者都有机会听

到或看到其他患者的进步，分享彼此的经验，在同

类人群中宣泄自己积蓄已久的负面情绪，可提高患

者的对自身疾病的理解能力，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不

足；团体认知行为干预还可为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社会

环境，使之从那些比自己进步大的患者身上学习到

积极的东西，有利于克服自身存在的缺陷。

综上所述，增加家庭行为认知干预可以更明显

改善 COPD 合并抑郁焦虑情绪患者的不良情绪，提

高康复训练依从性，从而提高肺功能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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