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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癫痫患儿焦虑抑郁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范良勤 、 张　鸿 、 何琴莉 、 蒙　铃

【摘要】 目的　研究综合护理干预对癫痫患儿焦虑抑郁状况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从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9 月收治的癫痫患儿 100 例，按照随机数字法将 100 例癫痫患儿分为观察组

（50 例）和对照组（5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取综合护理干预，将

两组患者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生活质量评定量

表（SF-36）以及护理满意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 HAMA，HAMD 和 SF-36 评

分，组间无明显差异；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 HAMA 和 HAMD 评分较护理前均下降，SF-36 评分升高；

且观察组上述量表评分均优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的护理满意率

（100.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护理满意率（92.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综合

护理干预可更好地缓解癫痫患儿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患儿的生活质量，因此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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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of chil-
dren with epilepsy　FAN Liangqin，ZHANG Hong，HE Qinli，et al. Nanchong Central Hospital in Sichuan Prov-
ince，Nanchong 63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of children with epilepsy. Methods　100 cases of children with epileps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4 to September 2015 were selected for this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100 pa-

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50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50 cases）. The control receivd routine 

nursing care，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outine one. ，

then HAMA score and HAMD score，SF-36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carrying out intervention，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of HAMA，HAMD and 

SF-36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he implication of intervention，the HAMA and HAMD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SF-36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meanwhile，all the indexe scores in these scales mentioned abov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Com-

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be better to relie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children with epileps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hildren，so it is worth to be populariz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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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癫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其主要的

病变部位在脑部，常表现为惊厥的反复发作［1］。患

儿在发生癫痫时脑部的神经元细胞膜加快除极，脑

能量被大量的消耗，且癫痫持续时间越长，神经元

的代偿功能受损越严重，严重者甚至导致不可逆的

脑部损伤［2］。癫痫的主要发病人群集中在儿童阶段，

且患者年龄越小，其语言表达能力、注意力以及记

忆力等认知程度受到的障碍就越明显［3］。癫痫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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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时多有抽搐与意识障碍症状发生，常受到同学、

社会歧视，致患儿自卑感、羞耻感表现较明显。因

此，在应用药物治疗外注重患儿心理护理及健康教

育是促进其病情转归关键。本文旨在研究癫痫患儿

应用心理护理对其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从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9 月收治的癫

痫患儿 100 例，病例纳入标准：（1）所有患儿均经临

床确诊为癫痫；（2）所有患儿及其家属均同意参与本

次研究；排除标准：（1）排除合并有其他神经系统疾

病以及精神症状的患儿；（2）排除处于癫痫持续状态

以及具有意识障碍的患儿［4］。按照随机数字法将 100
例癫痫患儿分为观察组（50 例）和对照组（50 例）；对

照组男 26 例，女 24 例，年龄 7～14 岁，平均年龄（9.9
±2.1）岁；观察组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 8～14 岁，

平均年龄（9.8±2.2）岁。两组患儿的年龄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取

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包括：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

方式进行干预。观察组的患儿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

予心理辅导及健康教育进行干预。具体包括：（1）

入院指导：患儿入院后，护理人员主动与患儿及家长

进行有效沟通，通过向其讲解疾病引发因素、治疗

方法、癫痫发作时注意事项等内容，提高患儿及家

长对疾病相关知识认知度，提高其自我保护意识。

（2）有效的心理辅导：与患儿进行有效的护患沟通，

与患儿形成良好的关系，使患儿能够信任工作人员，

并取得其家长的信任，鼓励患儿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对于敌对或不良情绪表现明显患儿，护理人员通

过聊天、分散患儿注意力等方式缓解患儿不良情绪，

同时给予患儿关心与照顾，使之能够以较积极态度

接受临床治疗与护理；由于患儿年龄较小，且尚未

发育成熟，因此心理问题相对较多，常常会产生抑

郁焦虑以及恐惧等负性心理，造成社会适应能力低

下，护理人员在护理的时候应该了解患儿及其家属

的心情，对家属做好思想工作，并向其说明癫痫治

疗的重要性及临床意义；（3）饮食指导：指导患儿多

食用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并多食用新鲜蔬菜及水果，

养成良好的饮食规律；（4）合理用药：指导患儿按时

服用药物，并将药物按时发放，避免有些患儿将药

物藏起来而未服用等情况的出现，保证治疗的效果，

除此之外，还应指导家长督促患儿将药物吞下。（5）
休息与运动：患儿每天可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可以

与其他小朋友做游戏、打羽毛球，与家长饭后进行

散步等，以适当的放松心情；每天中午进行午睡，并

养成作息时间规律，每天按时睡觉的好习惯。（6）出

院指导：患儿在出院后告知家长药物的使用方法以及

注意事项，并告知其癫痫发作的处理方法。（7）健康

宣教：告诉其家长预后的重要性，并按照住院的方式

在家中进行合理的饮食与用药。并进行定期随访。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患者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 生活质量评价量表

（SF-36）以及护理满意率进行对比分析。

1.4　效果评价

采用 HAMA 与 HAMD 对患者进行评分，分值越

高代表焦虑或者抑郁的程度越严重。采用 SF-36 对

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测评。有 36 个条目含 6 个维度，

每个维度设置 2～10 个题目，包括健康感、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认知水平、情感功能、社会功能，每个维

度得分为 0-100 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高［5-6］。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定性资料以率或百分比（n ，％）表示，采用独立

样本 R×C 列联表资料的 χ2 检验；定量资料，以均

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配对设计资料的 t 检

验或两组独立样本资料的 t 检验。按α=0.05 的检验

水准，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护理前后的 HAMA 评分、HAMD

评分的比较

两组患儿在护理前 HAMA 评分、HAMD 评分

组间无明显差异。护理后两组患者的 HAMA 评分、

HAMD 评分较护理前均降低，且观察组在治疗后的

HAMA 评分、HAMD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上述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儿生活质量评定量表的比较

两组患儿在护理前 SF-36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

异。护理后两组患者的 SF-36 评分较护理前均升

高，且观察组的 SF-36 在健康感觉、躯体功能、角

色功能、认知水平、情感功能以及社会功能几个分

量表评分均优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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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儿护理前后的HAMA评分、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HAMD评分 HAMA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0 28.3±6.2 16.1±4.5*# 26.5±5.9 15.3±3.4*#

对照组 50 28.1±6.1 21.3±4.9# 26.6±5.8 19.1±4.1#

t 值 - 0.163 5.527 0.085 5.045

P 值 - 0.871 0.0000 0.932 0.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护理前相比#P<0.05

表2　两组患儿生活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健康感觉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认知水平 情感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 护理前 53.2±6.3 55.7±7.9 56.9±7.7 59.2±7.6 60.1±9.1 57.3±7.6

护理后 74.5±7.2*# 72.5±8.6*# 75.6±8.6*# 78.3±9.2*# 77.3±9.5*# 68.1±8.5*#

对照组 护理前 53.3±6.2 55.9±7.7 56.8±7.8 59.1±7.7 60.2±9.0 57.5±7.4

护理后 62.3±6.9# 61.6±8.2# 65.4±8.3# 69.5±8.9# 68.8±8.9# 61.6±8.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护理前相比#P<0.05

2.3　两组患儿护理满意率的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率为 100.00％，对照组的护

理满意率为 92.00％，观察组的护理满意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儿护理满意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50 29（59.00）21（42.00） 0（0.00） 50（100.00）*

对照组 50 26（52.00）20（40.00） 4（8.00） 46（92.00）

χ2值 4.167

P 值 0.04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癫痫患儿目前主要的临床治疗方式是抗癫痫药

物治疗，其治疗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由于患儿

及其家属对于癫痫发作的不可预知性，且担心患儿

长期服用癫痫药物发生副作用反应，容易造成患儿

发生抑郁恐惧等负性心理［7，8］。

癫痫患儿在经过合理正规药物治疗后，约有

70％患儿癫痫发作可被控制，但长期以来癫痫知识

在社会普及较少，多数人对癫痫疾病缺乏认知，致

使癫痫患儿常因受到外界歧视而产焦虑以及抑郁等

负性心理，严重影响患儿身心健康［9］。

本研究结果表明，经过综合护理干预后患儿的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

意率均优于对照组患儿，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这可能和综合护理干预的过程中树立

了患儿及其家属对于治疗的积极性，以及对于疾病

康复的信心具有一定的联系。我国癫痫患儿的发病

率越来越高，且大部分癫痫患儿均是在服用药物的

基础上再次发病，由于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

理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大部分患儿的病情均

难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如果治疗不及时则很有可能

造成后遗症等不良后果，严重者甚至出现智力以及

行为等障碍。有研究结果表明［10］，癫痫患儿的生活

质量下降与患儿的心理、社会家庭等因素均具有重

要的联系，采取综合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儿的生

活质量。另有研究结果表明［11］，在癫痫患儿进行临

床治疗的同时实施针对性的心理干预能够降低癫痫

患儿的发病次数，减少患儿的抑郁程度，提高患儿

的自信心，从而改善其生活质量。上述结果与本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本研究在对患儿进行综合护理干

预的同时还与患儿的家属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增强

患儿家属对于疾病的认识，家属对于患儿具有一定

的监督作用，尤其在患儿出院后，家属则是其直接

的照顾者。生活质量是指个体、心理、社会物质条

件等各方面的客观状态以及主观感受，能够对患儿

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也是评价儿童身心健康的常

用指标［12］。患儿的生活质量下降可能与癫痫的发生

以及药物治疗有关，且患儿可能受到家庭以及社会

态度的影响，使患儿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社会环境之

中，使其产生一系列的焦虑抑郁以及自卑等情绪障

碍，除此之外，还可能与患儿家属的过分紧张与担

心，害怕患儿突然发生智力障碍与突然死亡等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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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过分的保护以及溺爱有关。

综上所述，癫痫患儿在接受临床药物治疗的同

时还应该注意其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采用综合护

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儿的生活质量，减少患儿的焦

虑抑郁等自卑心理，因此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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