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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例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护理干预的效果分析
刘文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北京 100853）

【摘要】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 将我院2011年5月至2012

年5月收治的42例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21例，对照组实施常规药物治疗，干预组在实

施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实施护理干预，经过2个月治疗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进行评估。结果 2个月

治疗后，干预组HAMD评分为(12.44±5.17)分，对照组为(18.54±5.45)分。干预组显效率达到90.5%，高于对照组

的66.7%。两组在HAMD评分和显效率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 护

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和改善老年帕金森患者抑郁症状，对患者身心康复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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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42 elderly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re intervention
application. LIU Wen-jing.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Beijing 10085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elderly Parkinson'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treatment effect. Methods 21 cas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1 to May 2012, 42 elderly pa-

tients with Parkinson's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al drug treatment, the intervention group implemented

on the ba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rug treatm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after 2 months of treatment, to be assessed

using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 Results HAMD score of 2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inter-

vention group (12.44 ±5.17) points in the HAMD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 (18.54±5.45) points.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efficiency reached 90.5%, higher than 66.7%. Two groups in HAMD score and remarkable efficiency,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o improve elderly Parkinson's patients with symp-

toms of depression,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ient'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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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

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PD)具有病情重、病

程长的特点[1]，由于患者行动不便，对生活影响较大，

对患者心理容易构成不利影响。近年来，抑郁在老年

帕金森病的发病比例有上升趋势，抑郁及认知障碍等

帕金森病心理并发症已引起了临床关注。本文以我

院近年来收治的42例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为研究对

象，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对患者在常规用

药的同时给予护理干预的临床表现进行了比较分析，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 2011年 5月至 2012年

5月收治的42例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为研究对象，所

有患者均符合CCMD-3诊断标准[2]。对患者进行随

机分组，其中，护理干预组 21 例，男性 13 例，女性 8

例，年龄 60~79 岁，平均(68.4±7.8) 岁，病程 6 个月至

12年，平均(6.1±2.9)年，本组采取药物治疗加护理干

预的方法。对照组 21例，男性 12例，女性 9例，年龄

60~81 岁，平均(69.1±7.9) 岁，病程 8 个月至 11 年，平

均(5.9±3.1)年，本组采取常规性药物治疗的方法。两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及症状等情况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干预

1.2.1 树立信心 在护理干预中应对患者给予

充分尊重和信任。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的躯体功能

问题是最主要病症，针对不同病情的老年帕金森患者

给予差异性护理支持，对于早期患者鼓励其进行适合

自身的鼓腮、皱眉、吹口哨等动作，对于中晚期患者应

指导其进行肢体被动或主动运动，并应积极向患者家

属传授康复动作及其注意事项。通过功能训练保障

患者恢复一定的自理能力，消除患者无用感。对于患

者在自理能力的进步，护理工作人员要给予充分的肯

定，进一步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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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构建互信 护理工作人员要与患者及其

家属尽快建立起互信关系，由于老年帕金森抑郁的病

程较长，治疗期间患者和家属的支持对于疾病的治疗

具有重要作用[3]。因此在护理工程中应向患者和家属

积极宣贯疾病知识，介绍治愈及好转病例，帮助患者建

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引导家属给予患者更多的情感支

持，对于患者和家属的疑问，护理工作人员要给予耐心

细致的解答，积极主动了解患者病情，观察患者病情变

化，并同患者家属共同研究和制度康复训练方案。

1.2.3 舒适护理 努力为患者创造舒适的治疗

环境，在患者入院后应向患者积极介绍住院设施，消

除患者的恐惧、陌生、焦虑心理。根据患者的实际情

况，科学安排一些诸如听歌、散步、做手工等娱乐性活

动，使患者能够在愉悦的环境中接受治疗。可同步采

取认知疗法、音乐疗法、放松疗法、团体疗法等心理治

疗手段，以不断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

1.2.4 个体护理 根据患者社会背景、文化差

异、性格特点对患者的心理活动进行分析和评估，与

患者真诚沟通，倾听患者的心声，探究患者心理问题

的症结，有针对性的实施心理治疗，给予患者更多的

关爱，引导患者发现自身的优点，积极传导正向情

绪。在交流过程中，应避免说教式的批评，应引导患

者学会自我情绪控制和自我情绪转移[4]，使患者能够

用良好的心态接受和配合治疗。

1.3 评分标准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对患者入院 2 d 和治疗 2 个月分别进行

HAMD评分，并对评分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减分率>

75%视为显效；减分率>50%视为有效；减分率>25%

视为进步，减分率<25%视为无效。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干预组患者治疗前 HAMD 评分为(29.34±7.41)

分，对照组为(28.78±7.84)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经为期 2 个月的治疗和护理干预后，干预组

HAMD评分为(12.44±5.17)分，对照组为(18.54±5.45)

分，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显效率达

90.5%，高于对照组的66.7% (χ2=7.65，P<0.01)，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和表2。

3 讨 论

相关研究表明，抑郁是最常见的老年帕金森病并

发精神障碍，在老年帕金森症患者中抑郁发病率高达

40%~50% [5]。在患者疾病初期和疾病晚期均易出现

抑郁症状，其发病机理可能与疾病造成的生活不便和

身体残疾易引发心理反应有关，加之一些患者家属陪

伴和交流较少，会进一步加重其负面心理，严重时甚

至会导致抑郁自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随着现代护理模式的不断提升和优化，对老年帕

金森抑郁患者实施有效护理干预已经成为疾病治疗

的重要组成部分[6]，因此，老年帕金森抑郁不仅应重

视临床药物治疗，同时必要的心理护理干预也十分重

要[7-8]。相关研究表明，对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实施有

效的护理干预，给予患者充分尊重和信任，与患者建

立起沟通顺畅的互信关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不断改

善患者的负面情绪，引导和帮助患者以积极心态接受

治疗，对于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组研究中，干预组患者治疗前HAMD评分基

本相同。但经为期2个月的治疗和护理干预后，干预

组HAMD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干预组显效率达到

90.5%，也高于对照组，两组在HAMD评分和显效率

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和改善老年帕

金森患者的抑郁症状，对促进患者康复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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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例)

组别

干预组

对照组

例数

21

21

显效

12

7

有效

5

4

进步

2

3

无效

2

7

显效率(%)

90.5

66.7

表2 两组患者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干预组

对照组

P值

例数

21

21

治疗前

29.34±7.41

28.78±7.84

>0.05

治疗后

12.44±5.17

18.54±5.4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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