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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期血液透析患者焦虑和抑郁状况调查及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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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诱导期血液透析患者焦虑和抑郁状况及心理干预效果。方法：随机选择 2018.7-
2019.7期间本院收治的82例诱导期血液透析患者当做研究对象，采取12项一般健康问卷调查患者的焦虑和

抑郁状况，并实施心理干预。比较心理干预前后患者的焦虑和抑郁变化情况及效果。结果：所有研究对象干

预后的GHQ-12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 (P<0.05)；所有研究对象干预后的SCr、BUN、P及β2-MG水平均显

著低于干预前 (P<0.05)。结论：诱导期血液透析患者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临床需分析其心理特点，制定

针对性心理干预措施，以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提高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生存时间，最终达到

促进患者快速康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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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es and impacts of mental intervention in induction 
phase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82 induction phase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2018.07-2019.07) were chosen 
as research subjects. 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es. Besides, the impacts of mental interven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GHQ-
12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P<0.05); after intervention, SCr(serum creatinine), BUN(blood urea 
nitrogen), P(phosphorus) and β2-MG(β2-microglobi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P<0.05). Conclusion: 
Hemodialysis patients general have mental health issues. Therefore, the specific mental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status, treatment effects and life quality, extend the survival time and promote the fast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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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期肾病是各种慢性肾病的最终阶段，且发

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而维持

性血液透析是临床对于终末期肾脏病 (ESRD)患者的

重要肾脏替代治疗方法 [1]。诱导期血液透析是指患

者接受保守治疗至规律性透析治疗中的一个过渡期，

患者多数是在可耐受的条件下接受短时间、小剂量、

多次透析，一般可于14d左右完成 [2]。但在治疗过程

中，患者常出现各种不良心理情绪，如：焦虑、抑

郁、消极及悲观等，从而影响治疗效果，不利于患

者康复。因此，本文就此调查诱导期血液透析患者

焦虑和抑郁状况及心理干预效果，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 2 0 1 8 年 7 月至 2 0 1 9 年 7 月期间本

院收治的 82 例诱导期血液透析患者当做研究对

象，其中男女比例为 52: 30，年龄 22-75岁，平均

(47.62±3.54)岁。纳入标准：(1)均知情同意并签字。

(2)均接受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3)语言系统与认知

功能均健全。(4)本次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1)有焦虑、抑郁病史者。(2)有肾移植手

术史者。

1.2方法

1.2.1调查方法

采取 12项一般健康问卷 (GHQ-12)调查患者的

心理健康状况，分别于首次透析时与诱导期结束后

由患者自评。

1.2.2心理干预方法

(1)强化首诊疾病知识赋能教育，详细介绍慢性

肾功能衰竭知识、透析方案、透析原理，为什么需

要做血透，提高患者对血液透析的认知行为。要不

断的启发患者，让患者积极、正面的面对自己，重

拾自信心，缓解患者心理压力。(2)介绍血管通路的

维护及保养，教会患者延续性自我管理相关知识，

在家庭中的自我防护及发生意外的处理等，发放相

关知识资料，提高患者的认知程度与遵医行为。(3)
放松训练，指导患者做一些放松训练，提前告知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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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训练的必要性和意义，教会患者取舒适安全的睡

姿，讲解放松训练的要点及技巧，鼓励患者在家自

行练习，并鼓励患者在轻音乐环境下进行意向性想

象，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睡眠质量。(4)指导患者

出院后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一

些有氧运动，如：散步、打太极拳，适当做一些家

务及力所能及的工作，鼓励患者与外界适当交流沟

通，回归社会，让患者重拾自我。

1.3观察项目

(1)比较所有研究对象的心理健康变化情况，评

定标准 [3]：采用GHQ-12量表进行评定，总分为 12
分，分值越低表明患者的心理越健康，即焦虑与

抑郁程度越低。(2) 比较所有研究对象的血清肌酐

(SCr)、血尿素氮 (BUN)、血磷 (P)及β2-微球蛋白

(β2-MG)变化情况。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以 ( x±s)表示，采用 t检验，以P<0.05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比较所有研究对象的心理健康变化情况

所有研究对象干预后的GHQ-12评分显著低于

干预前 (P<0.05)。见表1。

表1　所有研究对象的心理健康变化情况比较[(n=82，(x±s)分]

组别 GHQ-12 评分

干预前 5.32±1.67

干预后 3.35±1.26

t 8.527

P 0.001

2 . 2 比较所有研究对象的 S C r、B U N、P 及

β2-MG变化情况

所有研究对象干预后的 S C r、B U N、 P 及

β2-MG水平均显著低于干预前 (P<0.05)。见表2。

表2　所有研究对象的SCr、BUN、P及β2-MG变化情况比较 [(n=82，(x±s)]

组别 SCr(umol/L) BUN(mmol/L) P(mmol/L) β2-MG(ug/dL)

干预前 481.23±85.33 41.29±7.27 2.33±0.38 23.52±2.78

干预后 316.26±43.31 24.84±4.62 1.53±0.29 16.52±2.45

t 15.611 17.293 15.155 17.106

P 0.001 0.001 0.001 0.001

3讨论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超过 80%的ESRD患

者以血液透析进行维持生命。而近年来，我国血液

透析的使用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患者在长期接受血

液透析治疗时，极易出现多种不良心理情绪，从而

严重影响治疗效果 [4]。

有相关研究表明 [5-6]：分析诱导期血液透析患者

的心理健康状况，并给予针对性心理干预，可有效缓

解其不良心理情绪，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及生活

质量。本文研究发现：所有研究对象干预后的GHQ-

12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 (P<0.05)，提示诱导期血液透

析患者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与抑郁等，

而心理干预可有效缓解甚至消除其此种心理健康问

题，具有积极影响作用。本文研究亦发现：所有研究

对象干预后的SCr、BUN、P及β2-MG水平均显著

低于干预前 (P<0.05)，说明心理干预可提高患者的治

疗效果与生活质量，从而促进患者快速康复，与上文

所述基本一致。这正是由于心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

的心理健康状况，从而可降低其心理应激反应，进而

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最终取得更佳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诱导期血液透析患者普遍存在心理

健康问题，如何让患者顺利进入维持性血液透析，

遵医嘱规律血透，临床需分析其心理特点，制定针

对性心理干预措施，以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提高

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生存时间，最终

达到促进患者快速进入规律维持性血液透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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