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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信行模式的 3H护理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抑郁症患者负性情绪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徐颖臻 、 潘瑞丽 、 赵　迪 、 赵珠俪

【摘要】目的　探究基于知信行模式的 3H 护理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合并抑郁症患者负

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4 年 2 月 ~2016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COPD 合并抑郁症患者

95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采用基于知信行模式的

3H 护理，对比两组患者负性情绪与生活质量。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前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评分及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相比差异不显著（P> 0.05），护理后两组患者 HAMD 评及 SAS 评分

均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患者上述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护理前临床症状及活

动能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后两组临床症状及活动能力评分均较护理前有所

较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基于知信行模式的 3H 护理可改善 COPD 合并抑

郁症患者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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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3H nursing based on knowledge-attitude-behavior mode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XU Yingzhen，PAN 
Ruili，ZHAO Di，et 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Beijing 1007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3H nursing based on knowledge-attitude-behavior mode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depres-

sion. Methods　95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complicated with depressio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4 to September 2016 were selected，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

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3H 

nursing based on knowledge-attitude-behavior mod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ntrast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HAMD score and SAS score（P>0.05）. 

The scores of HAMD and SA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nursing，and these parameters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activity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5）.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activity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nursing，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3H nursing based on knowledge-attitude-

behavior can improv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lung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m-

plicated with depression，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Knowledge-attitude-behavior mode；3H nursing；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Depression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临床常见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具有反复发作、迁延不愈、致死及致

残率高的特点［1］。COPD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易出现焦

虑、抑郁情绪，自护能力低，因此，需采用一定护

理措施改善患者情绪，提高自护能力。3H 护理即宾

馆式（Hotel）礼仪服务、医院（Hospital）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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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庭式（Home）温馨服务，具有提高护理质量作

用。知信行模式包括提高认知，增强信念，改变行

为 3 个方面，吕润丽［2］将知信行模式应用于癌症患

者中，使患者抑郁、焦虑情绪明显改善。本研究中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抑郁症患者采用基于知信行

模式的 3H 护理，详细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伦理委员会批准，从 2014 年 2 月 ~2016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抑郁症患者中

随机选取 95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48 例）与对照组

（47 例）。观察组男 30 例，女 18 例，年龄 51~78 岁，

平均年龄（63.12±6.78）岁。对照组男 27 例，女 20
例，年龄 50~75 岁，平均年龄（62.87±6.53）岁。纳

入标准：①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断标准，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评分＞ 17 分，并符合 CCMD-3 中抑郁症

诊断标准；②均处于疾病稳定期，肺功能为Ⅱ级 ~ Ⅲ

级；③知晓本研究详情，并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

合并心、脑、肾等脏器疾病；②合并造血系统、内分

泌系统疾病；③合并原发性精神疾病；④合并肺癌、

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进行疾病知识宣教、预

防褥疮、指导饮食等。观察组采用基于知信行模式

的 3H 护理，首先对患者进行有关 COPD 合并抑郁症

的知信行教育，在此基础上实施 3H 护理；①知：向

患者讲解抑郁症发生原因及缓解方法，使其知晓抑

郁症对 COPD 病情的不利影响；②信：帮助患者确立

治疗信念，纠正疾病错误认知；③行：帮助患者改变

不良行为。基于知信行模式的 3H 护理：①个性化护

理：评估患者生理、心理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护理

计划；向患者讲解成功病例及本院医疗水平；②宾馆

式礼仪服务：邀请宾馆领班培训护理人员行为规范；

统一护理人员服装，纠正坐、站、走姿势；以热情、

主动的态度为患者提供迅速准确服务；③家庭式温馨

服务：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护理与治疗，指导患者进行

功能锻炼，如通过指导患者吹蜡烛、吹气球、慢跑、

行走等进行呼吸锻炼；指导患者进行腹式呼吸训练。

两组患者均于护理前与护理 8 个月后评定患者心理

状态、肺功能指标及生活质量，若患者已出院则实

施随访调查。

1.3　观察指标

①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3］及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4］评定，HAMD 评分为分值越

高抑郁程度越严重；SAS ≥ 50 分表示存在焦虑情

绪，分值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②采用圣乔治呼吸

问卷（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SGRQ）［5］

评定生活质量，包括临床症状与活动能力，分值为

0~100，分值越高对生活影响越大。

1.4　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中计量资料以（x±s）描述，比较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PSS18.0 软件处理。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 HAMD 评分及 SAS 评分相比差

异不显著（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上述评分均低

于护理前，且观察组患者护理后 HAMD 评分及 SA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比较（x±s，分）

组别
HAMD

t P
SAS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48） 23.45±3.63 7.96±2.17 25.178 0.000 54.76±4.62 35.22±3.39 23.462 0.000

对照组（n=47） 22.89±3.45 13.62±4.23 11.691 0.000 55.10±4.38 42.41±3.86 14.490 0.000

t 0.770 8.179 0.368 9.639

P 0.443 0.000 0.714 0.000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两组患者护理前临床症状及活动能力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上述评

分均较护理前有所较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3　讨论

COPD 病程较长，反复住院或合并呼吸衰竭者易

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6］。COPD 合并抑郁症患

者情绪低落，治疗依从性下降，治疗与护理过程中

抵触心理较强，甚至出现轻生等消极心理。临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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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7］，COPD 合并抑郁症患者在接受治疗同时，

配合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有利于改善患者心

理状态，提高护理满意度。

3H 护理模式注重为患者提供高效、舒适、个性

化护理服务，强调护理的优质高效与温馨舒适，注

重患者主观感受。薛以萍研究指出［8］，3H 护理模式

可有显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增强患者治疗信心。由

于 COPD 合并抑郁症患者多数存在疾病认知不足、

护理能力低下、消极心理严重等症状，其配合治疗

的主动性较低。因此，实施护理之前，纠正患者认

知，坚定患者治疗信念，提高其治疗配合的主动性

尤为重要。知信行模式认为，患者只有掌握有关疾

病的正确知识，并建立正确的信念，树立积极的态

度，才能主动改变自身不恰当行为。本研究中 COPD

合并抑郁症患者采用基于知信行模式的 3H 护理，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HAMD 评分及 SAS 评分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探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基于知信行模式

的 3H 护理有利于提高护理人员服务能力与护理技

能，在充分评估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基础上实施针

对性护理，护理过程中强调温馨舒适护理理念，可

有效改善患者负性情绪。同时，知信行模式的 3H 护

理能够增强患者治疗信心，帮助患者形成健康行为，

积极进行康复训练，从而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9］。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临床症状及活动能力

评分低于对照组。提示，基于知信行模式的 3H 护理

有利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本研究将 3H 护理与知信

行模式相结合，在相关临床研究中较为少见，且将

该模式用于 COPD 合并抑郁症患者，不同于以往研

究中仅对患者生理方面进行护理干预，而是注重改

变患者认知，关注患者心理状态，并提高其自我护

理能力，从而有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但本研究仍

存在一定不足，如选取样本量较少，观察时间较短

等，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因此，后

续研究需在扩大样本量同时，延长观察时间，以推

进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COPD 合并抑郁症患者采用基于知

信行模式的 3H 护理有利于改善患者负性情绪，促进

生活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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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临床症状

t P
活动能力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48） 61.82±6.11 45.37±5.85 13.473 0.000 72.15±8.33 50.73±6.42 14.111 0.000

对照组（n=47） 62.35±6.87 58.71±6.13 2.710 0.000 71.62±8.19 68.25±5.76 2.307 0.023

t 0398 10.852 0.313 13.991

P 0.692 0.000 0.755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