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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健康教育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家属焦虑抑郁情绪及依从性
的影响

侯　静 、 白如雪 、 徐　淼 、 李　辉 、 栾　阳

【摘要】目的　观察分阶段健康教育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患儿家属的焦虑抑郁情绪及

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新生儿 HIE 患儿家属 98 名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9 名，对照组给予常规教育，观察组给予分阶段健康教育。观察比较两组患

儿家属健康教育知识掌握程度、焦虑抑郁情绪、依从性情况。结果　教育前两组患儿家属疾病知识、

科学喂养、基础护理、饮食搭配、注意事项、临床症状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教育

后两组患儿加速上述指标显著有于教育前，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教育后两组家属焦

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显著低于教育前，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

观察组坚持治疗、定期复诊、居室安排、症状观察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分阶段

健康教育可有效缓解新生儿 HIE 患儿家属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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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taged health education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compliance of family members of ne-
onates with 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　　HOU Jing，BAI Ruxue，XU Miao，et al. Shengj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staged health education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com-

pliance of family members of neonates with 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HIE）. Methods　98 cases of family 

members of neonates with HI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and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

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4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educa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staged health education. Knowledge of health education，

anxiety，depression，compliance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education，there was no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sease knowledge，scientific feeding，basic care，diet matching，attention and clinical 

symptom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And after education，these parameters of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education，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education，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educa-

tion of the two groups，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treatment，regular visits，room arrangement and symptom observation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taged health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al-

levi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family members of neonates with HIE，and improve their compliance.

【Key words】Staged health education；Neonates 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Family members；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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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HIE）在临床中较为常见，多由围

生期窒息所致，如不能及时有效控制，可造成脑瘫、

癫痫等后遗症［1］。由于担心患儿病情，对疾病缺乏

了解，患儿家属多产生焦虑、抑郁甚至是恐惧心理。

对患儿家属实施健康教育，对于减少后遗症，减轻

心理压力具有重要意义［2］。常规教育多内容不完善，

形式单调，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整体效果不理

想［3］。分阶段健康教育属于新型教育方式，根据患

儿病情改善情况和家属心理变化，制定针对性教育

内容。基于此，本研究对新生儿 HIE 患儿家属实施

分阶段健康教育，以期为此类患儿家属教育方式的

选择提供参考。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5 年 2 月 ~2016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新

生儿 HIE 患儿家属 98 名作为研究对象，均为患儿

母亲，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 49 名。其中观察组家属男 18 名，女 31 名；年龄

22~36 岁，平均（28.74±5.26）岁。对照组家属男 15
名，女 34 名；年龄 21~35 岁，平均（28.62±5.24）

岁。观察组患儿男 26 例，女 23 例；胎龄 1~16 d，平

均（10.25±3.14）d；体质量 2.5~4.1 kg；平均（3.24±

0.21）kg；临床分度：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 17 例、

21 例、11 例。对照组患儿男 25 例，女 24 例；胎龄

2~15 d，平均（10.33±3.20）d；体质量 2.4~4.3 kg；平

均（3.28±0.23）kg；临床分度：轻度、中度、重度分

别为 19 例、20 例、10 例。两组患儿及家属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实用新生儿学》［4］中关于

HIE 的诊断标准；（2）家属年龄 20~40 岁；（3）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家属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1）患儿合并其它疾病；（2）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

家属；（3）家属患者有影响效果评估的视听、失语

等躯体功能障碍。

1.3　教育方法

2 组均给予为期 4 周健康教育。

对照组：给予常规教育。（1）加强与家属沟通交

流，耐心介绍 HIE 的发病机制、预后等情况。（2）指

导家属掌握正确喂养方式，密切关注患儿体温、肤

色、呼吸等生命体征变化。（3）与家属建立良好关系，

鼓励其主诉内心疑惑和担忧，及时给予心里疏导。

观察组：给予分阶段健康教育。（1）成立健康教

育组：主治医生、脑科主任、护士长、责任护士等

共同参与，均具备本科及其以上学历，5 年以上工作

经验。（2）专业培训：邀请 HIE 专家对小组成员进行

专业知识培训，内容涉及疾病基础知识、沟通技巧、

健康教育等各方面。（3）教育内容确定：查阅 HIE 相

关文献，结合专业培训知识，调查患儿家属具体心

里状况，制定分阶段健康教育具体措施和内容。（4）
入院时：熟向患儿家属介绍病房环境和设施，重点

详细介绍患儿主治医生、责任护士等。（5）重度期：

①心里疏导：与家属建立良好护患关系，取得其信

任，对家属焦虑、抑郁情绪表示理解，鼓励其阐述

内心真实想法，教会其掌握调整心态方法。②护理

教育：指导家属正确护理患儿，避免频繁搬动，引导

家属使用亲切语言与患儿交流，指导母亲掌握正确

母乳喂养、泌乳、挤奶等方式。（6）好转期：健康教

育：针对不同文化背景家属，采用通俗易懂或医学术

语详细介绍 HIE 相关知识，。并列举相似病例治愈情

况，提高家属认知程度。（7）稳定期：①刺激教育：

详解介绍抚触患儿益处，反复示范并按照步骤讲解

给家属。②基础护理：使用肥皂清洁双手，清水擦拭

乳房，保持患儿皮肤干燥，使用吸水性较好的棉布

和被单，避免皮肤感染。重视对脐部护理。③饮食

教育：根据家属饮食习惯和爱好，制定合理食谱，提

高乳汁质量。（8）出院时：①居室护理：保证患儿居

室阳光充足，维持合适温度和湿度，保持空气流通。

②体征观察：密切观察患儿奶量、活动、哭声、体温、

面色等，如有异常及时就诊。

1.4　观察指标

（1）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情况：分别于教育前、

教育后采用我院自制健康教育调查表进行评估，内

容包含疾病知识、科学喂养、基础护理、饮食搭

配、注意事项、临床症状 6 项，分值越高，则该项

知识掌握越好。（2）焦虑抑郁情绪：分别于教育前、

教育后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5］进行评估，焦虑、抑郁症状随分值升高而

越严重。（3）依从性：采用我院自制患儿家属依从性

问卷进行评估，内容包含坚持治疗、定期复诊、居

室安排、症状观察 4 项，每项 0~5 分，分值越好，

家属依从性越好。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8.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x±s）描

述，t 检验；当 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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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儿家属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坚持治疗、定期复诊、居室安排、症状

观察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3。
表3  2组依从性比较（x±s，分）

组别 人数 坚持治疗 定期复诊 居室安排 症状观察

观察组 49 3.68±1.13 3.52±1.08 3.35±1.02 3.46±1.11

对照组 49 2.65±0.75 2.74±0.69 2.84±0.73 2.97±0.76

t — 5.316 4.260 2.846 2.550

P — 0.007 0.014 0.025 0.027

3　讨论

常规教育是新生儿 HIE 患儿家属常用教育方式，

通过介绍疾病，能够提高家属对疾病认知；通过建立

良好医患关系，给予心理疏导可有效缓解焦虑、抑

郁情绪［6］。但常规教育内容没有形成系统化理论，

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再加上教育形式单调，导致

整体教育教育不理想［7］。 

分阶段健康教育是新型教育方式，通过成立健

康教育组，对小组成员进行专业化培训，结合患儿

病情变化与不同时期家属心理状况，制定针对性教

育内容和多样化教育方式，实现无缝隙链接教育［8］。

入院时带领家属熟悉医院环境，可消除陌生感。患

儿处于危重期时，给予心理疏导并表示关心和理

解，能够减轻其心理压力。好转期时，患儿生命体

征已经稳定，通过详细介绍 HIE 病因、症状、预后

等，可促使其正确认识疾病，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提高依从性［9］。稳定期时，指导家属刺激患儿嗅觉、

触觉、视觉等，能够有效预防后遗症，促进智力开

发［10］。掌握基础护理方法，能够预防感染。改善饮

食，能够提高乳汁质量，满足患儿营养需求。出院

时，嘱咐家属为患儿居室创造良好环境，密切观察

体温、面色等生命体征，能够有效预防意外［11］。分

阶段健康教育与临床治疗同步进行，针对性解决不

同问题，通过循序渐进、阶梯式教育达到目的，更

好提高家属依从性。

有研究表明［12］，采用分阶段健康教育能够提高

新生儿 HIE 患儿家属对疾病认知程度。本研究结果

显示：观察组疾病知识、科学喂养、基础护理、饮食

搭配、注意事项、临床症状评分优于对照组，提示

分阶段健康教育能够提高家属对疾病认识程度，掌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家属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教育前两组家属疾病知识、科学喂养、基础护

理、饮食搭配、注意事项、临床症状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教育后两组的上述指标评

分显著高于教育前（P<0.05），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详见表 1。

2.2　两组患儿家属焦虑抑郁情绪比较 

教育前两组家属 SAS、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教育后两组的 SAS、SDS 评分

显著低于教育前（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详见表 2。

表1　2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疾病知识 科学喂养 基础护理 饮食搭配 注意事项 临床症状

教育前 教育后 教育前 教育后 教育前 教育后 教育前 教育后 教育前 教育后 教育前 教育后

观察组 5.12±1.267.34±2.11* 5.36±1.24 7.53±1.27* 4.69±1.05 7.65±1.33* 5.06±1.34 6.67±1.34* 4.38±1.05 6.51±1.18* 4.14±1.08 6.59±1.42*

对照组 5.19±1.236.29±2.03* 5.22±1.30 6.31±1.48* 4.72±1.13 6.40±1.24* 5.13±1.29 5.24±1.39* 4.41±1.09 5.43±1.22* 4.25±1.11 5.37±1.64*

t 0.278 2.510 0.545 4.379 0.136 4.812 0.263 5.180 0.139 4.454 0.497 3.937

P 0.781 0.014 0.587 0.005 0.892 0.003 0.793 0.001 0.890 0.005 0.620 0.009

注：与教育前比较，*P<0.05

表2　2组焦虑抑郁情绪比较（x±s，分）

组别 人数
SAS

t P
SDS

t P
教育前 教育后 教育前 教育后

观察组 49 23.69±5.41 11.43±3.20 13.654 0.000 19.85±3.46 10.53±2.44 15.409 0.000

对照组 49 23.76±5.28 15.67±3.24 9.141 0.002 19.74±3.27 12.92±2.35 11.855 0.000

t — 0.065 6.518 — — 0.162 4.939 — —

P — 0.948 0.007 — — 0.872 0.0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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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健康知识。另有研究表明［13］，对新生儿 HIE 患儿

家属实施分阶段健康教育，能够有效缓解焦虑抑郁

情绪，提高患儿治疗依从性。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患儿家属的 SAS、SDS 评分、坚持治疗、定期复诊、

居室安排、症状观察评分优于对照组，提示分阶段

健康教育能够缓解患儿家属负面情绪，提高依从性。

综上所述，采用分阶段健康教育能够提高新生

儿 HIE 患儿家属对疾病认知程度，缓解其焦虑、抑

郁情绪，提高治疗依从性。但由于本研究样本数量

限制，教育时间较短，今后将扩大样本数量进行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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