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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OCUS-PDCA程序的护理干预对脑卒中伴抑郁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张明慧 、 姜璎硕 、 甄慧宇 、 宋博雯 、 辛　欣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 FOCUS-PDCA 程序的护理干预对脑卒中伴抑郁症患者抑郁焦虑情

绪，睡眠障碍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10 月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脑卒中伴抑

郁症患者 98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9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

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基于 FOCUS-PDCA 程序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情绪、睡眠

障碍情况及生活质量。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者医院焦虑抑郁调查量表（HADS）评分均较干预前有

所下降（P< 0.05），且观察组 HA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匹兹堡睡眠质

量指数（PSQI）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 0.05），且观察组患者睡眠效率、睡眠时间、睡眠质量、日

间功能、睡眠障碍及安眠药物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两组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GQOLI-74）躯体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功能及物质生活状态评分均有所提高（P< 0.05），且观察组

患者各维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基于 FOCUS-PDCA 程序的护理干预对减轻脑卒

中伴抑郁症患者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效果显著，在改善患者睡眠障碍、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均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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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FOCUS-PDCA program on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ZHANG Minghui，JIANG Yingshuo，ZHEN Huiyu，et al.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
versity，Harbin 15008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FOCUS-PDCA program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sleep disorder and quality of life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98 cases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5 to October 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and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randomly，4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FOCUS-PDCA pro-

gram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Unhealthy mood，sleep disorder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decreased（P<  

0.05），and the HAD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leep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Pittsburgh quality index（PSQI）scores were lower than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leep efficiency，sleep time，sleep quality，

daytime dysfunction，sleep disorders and sleeping pill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

ter the intervention，two groups of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GQOLI-74）and physical function，social 

function，psychological function and living status score were improved（P<0.05），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each 

dimension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is obviou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FOCUS-PDCA program in reducing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ood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sleep disorder an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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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是一组以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为特征的急

性脑血管疾病，致残率和病死率均较高。该病好发

于中老年人，患者发病时脑组织因缺氧缺血而坏死，

给患者神经功能造成不同程度损害，不仅使其肢体

活动受到限制，也给患者心理层面带来了一定影

响［1］。据调查显示［2］，40％~50％的脑卒中患者存在

抑郁、情绪稳定性差，焦虑等不良情绪，其中以抑

郁症状最为突出，抑郁症是脑血管疾病常见并发症，

也是造成脑卒中患者康复时间延长、睡眠质量及生

活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研究指出［3］，基于

FOCUS-PDCA 程序的护理干预可通过有效的护理指

导，帮助患者减轻消极心理状况，改善睡眠障碍，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本院将 FOCUS-PDCA 程序应用

于脑卒中伴抑郁症患者护理干预中，收到良好效果，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 2015 年 10 月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脑

卒中伴抑郁症患者 98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

字表格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49 例。其中

对照组男 26 例，女 23 例，年龄 39~86 岁，平均年龄

（63.47±4.91）岁；脑梗塞 28 例，脑出血 21 例。合

并症：高血压 18 例，糖尿病 20 例，支气管炎 11 例。

观察组男 27 例，女 22 例，年龄 40~89 岁，平均年龄

（63.75±4.82）岁；脑梗塞 29 例，脑出血 20 例。合

并症：高血压 17 例，糖尿病 18 例，支气管炎 14 例。

两组患者性别、年临、合并症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排除既往有精神疾病病史

者，合并有其他严重躯体疾病患者，以及存在意识

障碍及语言交流障碍患者。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

会审批，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　内容包括密切关

注患者生命体征，常规降糖降压治疗、抗感染治疗

及康复指导。

1 .2 .2　观察组在实施常规护理的同时采用基

于 FOCUS-PDSA 程序的护理干预　具体措施如下：

（1）寻找：通过与患者沟通发现导致其出现抑郁症

状的原因，采取有效护理措施，明确护理改进主题。

（2）组织：由护士长、责任护士及护理骨干组建护

理干预小组，由护士长担任小组组长，与责任护士

共同负责各项护理措施及改进计划落实到位。（3）澄

清：评估患者具体病情，建立患者个人病历档案，包

括年龄、疾病、体质量、心理因素等，了解患者对

疾病知识掌握程度，与患者共同探讨自身疾病病因。

（4）理解：通过调查分析，发现脑卒中合并抑郁症

是患者自身疾病、生理、心理及环境等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5）选择：根据患者个体差异，选择针对

性护理改进措施，制定个体化心理干预、饮食计划

及可持续运动方案，同时加强患者基础护理，如采

用音乐疗法、适度活动改善患者睡眠障碍等。（6）计

划：小组全体成员合作执行干预措施，动态监测观察

指标情况，每月召开 1 次小组会议，对计划执行情

况及护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7）实

施：将已制定的计划进行实施。（8）检查：干预计划

实施过程中，根据患者所反馈的内容尝试发现问题，

并探寻行之有效的改进方法。（9）执行：通过对患者

进行各种形式的心理干预和健康宣教，改善患者的

抑郁情绪，提高患者对用药、运动及饮食干预的依

从性，并做好出院指导，通过电话随访、家庭访视、

微信等形式督促患者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加强其自

我护理管理能力，并提醒患者定期复诊，以控制病

情发展。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不良情绪、睡眠障碍情况及生活

质量。（1）采用医院焦虑抑郁调查量表（HADS）评

估患者不良情绪［4］，该量表由焦虑调查量表（HAS）

和抑郁调查量表（HDS）组成，各条目评分范围为

0~3 分，总分范围 0~21 分，以 7 分为分界值，7~9
分症状可疑，＞ 9 分为有明显焦虑或抑郁症状。（2）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对患者干预前后睡

眠质量进行评估［5］，该量表包括 18 个条目 7 个成分，

各成分根据 0~3 等级计分，总分 0~21 分，得分越

高，睡眠质量越差。（3）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GQOLI-74）对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进行评估［6］，

该量表共 74 个条目，由 4 个维度组成，各维度均以

正向计分结果进行分析，得分越高，患者生活质量

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将数据录入 SPSS 20.0 软件包进行处理，数据

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用均值 ± 标准差（x±

s）表示，组间对比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

表示（n，％）表示，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平

α=0.05。

2　结果

2.1　患者 HADS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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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抑郁症是脑卒中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其临床表

现为情绪低落、睡眠障碍、思维迟缓、食欲减退等，

脑卒中伴抑郁症可使患者丧失对疾病治疗的信心和

康复欲望，甚至因此拒绝治疗，给患者治疗效果及

生活质量造成直接影响。李晓艳等［7］认为，患者抑

郁程度越重，其神经功能与认知功能恢复越慢，且

不利于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的改善。因此，纠

正患者负性心理状态，改善其抑郁症状，是脑卒中

伴抑郁症患者护理干预的重点。多项研究表明［8，9］，

躯体功能缺失、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低下、人际关

系差及缺乏必要社会支持等均可导致脑卒中患者产

生抑郁症状，但常规护理仅针对患者躯体功能、用

药指导等方面进行干预，缺乏计划性、目标性和全

干预后两组患者 HAS 及 HDS 评分均较干预前有

所下降（P<0.05），且观察组 HAS 及 HDS 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

下表 1。

2.2　患者 PSQI 评分

干 预 后 两 组 中 P S Q I 评 分 均 低 于 干 预 前

（P<0.05），且观察组患者睡眠效率、睡眠时间、睡

眠质量、日间功能、睡眠障碍及安眠药物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患者 GQOLI-74 评分

干预后两组患者 GQOLI-74 躯体功能、社会功

能、心理功能及物质生活状态 4 个维度均有所提高

（P<0.05），且观察组患者 GQOLI-74 各维度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1　两组干预前后HA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HAS H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9 9.13±2.16 5.48±1.27* 9.54±2.41 5.67±1.82*

对照组 49 9.25±2.08 7.81±1.66* 9.62±2.30 7.18±1.73*

t - 0.280 7.803 0.168 4.209

P - 0.780 0.000 0.867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PSQ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时间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质量 睡眠效率 日间功能 睡眠障碍 安眠药物

观察组
49

干预前 2.07±0.15 1.98±0.27 1.87±0.21 2.03±0.11 1.74±0.13 2.14±0.27 1.77±0.18

干预后 1.19±0.26* 1.46±0.23* 1.32±0.14* 1.26±0.18* 0.68±0.09* 1.35±0.19* 1.08±0.14*

对照组
49

干预前 2.01±0.24 1.95±0.19 1.91±0.22 2.08±0.20 1.76±0.14 2.19±0.28 1.79±0.21

干预后 1.25±0.37* 1.59±0.16* 1.68±0.25* 1.69±0.26* 0.97±0.24* 1.72±0.33* 1.43±0.28*

两组干预前比较 t 1.484 0.636 0.921 1.533 0.733 0.900 0.506

P 0.141 0.526 0.360 0.128 0.465 0.370 0.614

两组干预后比较 t 0.929 3.248 8.795 9.518 7.920 6.802 7.826

P 0.355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GQOLI-74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时间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物质生活状态

观察组
49

干预前 13.03±1.67 14.66±1.82 13.09±1.28 12.86±1.51

干预后 18.41±2.17* 19.02±3.17* 17.43±2.62* 17.29±2.56*

对照组
49

干预前 13.05±1.58 14.71±1.76 13.21±1.34 12.91±1.62

干预后 15.43±2.68* 16.25±3.28* 15.20±2.17* 15.33±2.18*

两组干预后比较 t 6.049 4.251 4.589 4.080

P 0.000 0.000 0.000 0.000

两组干预前比较 t 0.061 0.138 0.453 0.158

P 0.952 0.890 0.651 0.845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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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

FOCUS-PDCA 程序是一种全面质量管理的工作

改进手段，它可通过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使工作质

量达到新的高度。将该程序应用到护理工作中，即

通过 FOCUS 来进行立项，并利用 PDCA 的工作模

式，以此实现护理质量不断改进创新。本研究对脑

卒中伴抑郁症患者采用基于 FOCUS-PDCA 程序的护

理干预，结果显示，观察组 HAS 与 HDS 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说明该护理模式对改善患者抑郁、焦虑

情绪有显著作用。有研究指出［10］，抑郁患者通常存

在入睡困难、早醒或易醒等睡眠障碍。本研究通过

对两组患者进行睡眠质量评估发现，观察组 PSQI 各

项目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提示基于 FOCUS-PDCA 程

序的护理干预可延长患者睡眠时间，改善睡眠质量。

FOCUS-PDCA 程序在脑卒中伴抑郁患者的护理干预

中的应用，是科学护理工作流程的体现，从探寻抑

郁症发病因素到护理改进计划的实施，全过程均对

患者进行有目标、有计划、有措施的程序化护理指

导干预，使患者在了解自身疾病基础上自觉遵照护

理干预计划，并选择健康生活方式，护理人员则根

据患者实施中所反馈的信息，不断修正和完善护理

内容，从而保证该护理模式更合理、更科学、更易

被患者所接受［11］。从两组生活质量对比中发现，观

察组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表明该干预方式能

从改善患者躯体功能、心理状态及社会功能方面帮

助其树立生活信心，减少危险因素，从而提高生活

质量。

综上所述，基于 FOCUS-PDCA 程序的护理干预

可通过科学护理流程帮助脑卒中伴抑郁症患者渡过

心理危机，改善睡眠质量，促进患者躯体功能恢复

及生活质量提高。但本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之处，

如选取患者样本量较少、临床观察指标有限等，临

床还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完善护理方

法及观察指标，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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