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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监护·

分析心理护理干预对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及治疗
效果的影响

杨敬梅
（桂平市人民医院，广西  贵港  537200）

0　引言
当前，救治艾滋病的主要方法是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然而其无法彻底地清除病人体内的病毒，必须长时间终身性

救治。抗病毒治疗极易引发诸多不良症状，造成病人拒绝治

疗。艾滋病病人感染 HIV 后会出现害怕、焦虑、压抑等不良

情绪，失去生活的希望 [1]。所以，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必须保

持良好的依从性，该报告中，针对艾滋病病人开展心理护理，

能够增强治疗依从性，增加生存时间，改善生活质量，具有

显著的作用，整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信息。选择 2016 年至 2017 年接收的 100 例艾滋病

病人给予探讨，男 80 例，女 20 例；年龄 19-68 岁。具体分为：

10 例为静脉吸毒，85 例为性传播，5 例为传播途径不详。平

均分组，参考组选择一般护理干预，实验组选择心理护理措施，

对比两组的效果，经过分析所有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基本信息，

差异不大（P >0.05），具有临床对比价值。

1.2　治疗方法。所有病人开展抗病毒治疗（HAART），主

要 分 为： ① 2 种 NRTIS+1 种 NNR-TIS； ② 2 种 NRTIS+1
种 PIS；③ 1 种 NRTIS+1 种 PIS[2]。

1.3　护理方法。参考组选择基础护理干预，实验组开展心理

护理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1.3.1　开展心理咨询。门诊开设心理咨询室，并且开通咨询

电话，为病人与家属进行相关问题的讲解。护士保持良好的

工作态度，温柔的话语改善病人的焦虑、害怕等不良情绪，

为病人全面详解的介绍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使其认识到该病

能够服药治疗，控制病情，同时还可以降低传染性与并发机

会性感染，能够增强机体抵抗力以及生活质量，同时为其讲

解治疗效果显著的病例，提高战胜疾病的信心。

1.3.2　单室交谈。医护人员应保护良好的工作态度，关心爱

护病人，获得其信任感。倾听为有效沟通的一种技巧。谈话

应尽可能根据患者的意愿开展，认真耐心的听取主诉，也可

适当的采取肢体语言表达等做出回应。面对病人保持良好认

真的工作态度，尤其为服满释放者以及吸毒者，关心其工作

与生活情况，指导其计划未来让其感受到温暖，进而主动配

合治疗，提高战胜疾病的信心。

1.3.3　保护病人的隐私。艾滋病为个人的隐私，医务工作

者必须为其保守秘密，应合理安排时间进行取药以及随访，

尽可能避开每个病人的取药和随访时间，满足病人的合理要

求（如：不与其他病人接触），严格保密病人的个人资料。

1.3.4　开家属坐谈会，发挥家庭支持的作用。主动和病人家

人交流，让其做好充分的准备，积极参加病人的治疗，对于

一些愿意接受病人的家属进行交流，让其掌握病人的心理情

况，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服药后的反应等，解除对艾滋病

的害怕与抗拒，保护病人的隐私与尊严。告知家人给予关心

与照顾病人，指导其定时用药，战胜治疗中的难题，日常生

活中，科学合理的制定饮食方案，引导病人创建温馨和谐的

家庭环境，促使病人主动接受治疗与护理。

1.3.5　电话随访。初期治疗时，每周 1 次进行电话随访，进

行科学有效的心理疏导，为其讲解抗病毒治疗后不良症状可

在两周后改善，可以采取饮食调节，播放轻松的音乐，开展

合适的运动，参加社会活动等转移集中力，缓解不良反应产

生的疼痛，同时和医生保持联系。鼓励病人坚持治疗以及求

生的渴望，每次电话随访必须重点告知依从性的必要性以及

禁忌事项，加重其意识，同时讲解治愈的病例，提高治疗的

信心，主动接受治疗。

1.4　判定要求。护理部对病人的治疗依从性给予评价。完全

依从：半年内坚持规范治疗，遵医嘱定时定量服药者；基本

依从：半年内基本配合规范治疗，忘记服用 1-3 次，或未漏服，

但服用时间大于规定时间 8 h 者；不依从：在半年内常常不

遵照医嘱，忘记服用超过 3 次或中断治疗的病人。

1.5　数据处理。选择 SPSS 13.0 软件进行处理数据，计数资料

以（%）表示，采用 χ 2 检验；计量资料以（ ±s）表示，采用

f 或配对 t 检验，以 P <0.05 为差异较大，具有临床对比价值。

2　结果

通过对两组艾滋病病人治疗 6 个月后的遵医行为给予随

访调查，比较两组的治疗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等内容，实验

组远远强于参考组，差异较大，P < 0.05，具有临床对比价值，

见表 1。

表 1　两组的临床效果分析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生活质量

参考组 50 25（50） 16（32） 9（18） 41（82） 85.35±3.25

实验组 50 35（70） 14（28） 1（2） 49（98） 94.25±3.56

P - - - -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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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心理护理干预对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及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   抽取 100 例艾滋病
病人给予研究，平均分组，参考组开展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实施心理护理措施，对比两组的效果。结果   经过
分析，实验组远远强于参考组，差异较大，具有临床对比价值。结论   针对艾滋病病人开展心理护理措施，可以
提高生活质量，缓解负面情绪，延长生存时间，增强治疗依从性，有效控制病情，具有良好的临床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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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增加痒感；同时勤拆洗被褥和进行消毒，保持床单清洁

干燥。剪指甲，保持手的清洁卫生，防止抓伤皮肤，继发感染

或留下瘢痕。认真观察皮肤出疹情况，随时了解病情变化，如

瘙痒严重，擦拭炉甘石洗剂止痒，也可服用息斯敏，切忌使用

肤轻松类的软膏，因为药膏里含有糖皮质激素，涂抹后会激活

水痘病毒，造成血管内皮细胞广泛地损伤，使疾病恶化。

2.6　指导发热护理。患儿多有发热，护理嘱患儿多饮水，卧

床休息。体温超过 39℃者给予冷敷降温或酒精腋下、腹股沟

等处皮肤擦拭法降温，必要时遵医嘱药物降温。同时密切观

察病情，每 4 h 测体温、心率、呼吸 1 次，体温骤升或骤降

时要测量、记录，并立即报告医护人员及时处理。退热时患

儿出汗增多，应勤换衣服，注意保暖避免着凉。

2.7　指导病情观察。水痘患者如果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很容

易出现皮肤感染、肺炎、心肌炎等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

命安全，因此应嘱护理员密切观察患儿的食欲、精神状态、

意识及体温等生命体征，同时注意有无呼吸困难、胸闷、头痛、

呕吐等伴随症状，随时掌握病情的变化和发展，并认真观察

皮疹的性质、范围、分布及是否有继发感染，及早发现和汇报，

以使医护人员及时地给予相应的治疗及护理。

3　结论

具有传染性、自限性和好发于儿童等特点的水痘病，治

疗以对症为主，无需特殊处理，极适合居家治疗。然而，由

于居家医疗有专业和非专业的医疗护理相结合的特点，照护

不当可引起皮肤细菌感染、肺炎和脑炎等并发症，甚至导致

死亡的严重后果，引发患者及家属的担忧，宁愿克服困难，

要求住院治疗。然而由于医疗体系中的供需矛盾，各大医院

床位的收容压力越来越大，家庭病房模式的医护处理应运而

生。但是，对于此种模式的应用，如何解除患者和家属的顾虑，

愿意接受家庭医疗照护，促进疾病的康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实，这种模式的诞生，是随着老龄社会的发展，为解决日

益增多的老龄患者中一些病情稳定无特殊处理而又需治疗和

照护的需要，同时也为解决体系医院的病房收容压力。这种

医疗模式的开展，是患者在家中接受医务人员和家庭护理员

的治疗和照护，医务人员每天进行例行的病房巡视制度，主

要进行专业的医疗处理和护理，一般的家庭照护和病情观察

交给家庭护理员，这样既能满足患者的治疗需要，同时能免

除居家健康咨询不便、住院路途奔波、排队等待、家庭照护

困难等问题，在治疗的同时不改变原有的生活模式，享受家

庭的天伦之乐，使身心处于最佳状态，有利于患者的病情康复。

近几年，本所在 10 例儿童水痘病的治疗中应用家庭病房模式

的医护治疗，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认为这种模式开展极适合

儿童水痘病的居家治疗。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有几点体会

需特别注意：①要加强家庭护理员的培训工作，使家庭护理

员确实能胜任家庭的一般护理和病情观察；②制定和加强患

儿病情的巡视制度，能及时、正确处理非专业护理员所难以

发现的病情变化和非正确的处理措施，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发

生；③加强患儿及家属的宣教和心理护理，解除思想负担，

使其能更好地配合治疗，有利于患儿的康复；④家庭病房模

式的护理要求责任护士具有较高医护临床经验、心理护理知

识、较强的人际沟通和交流能力等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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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艾滋病即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引发的一种

以免疫系统受损与感染为具体表现的疾病。当今，艾滋病属

于不能治愈的疾病，然而针对其开展规范的抗病毒治疗能够

有效减少病发率与病死率，明显的改善病情，增加生命时间，

进而增强生活质量。抗病毒治疗极易引发诸多不良症状，造

成病人拒绝治疗。艾滋病病人感染 HIV 后会出现害怕、焦虑、

压抑等不良情绪，失去生活的希望。降低艾滋病病人治疗依

从性的原因众多，研究表明，缺乏治疗的信心，副反应较大，

社会歧视为重要因素，所以，针对上述的因素开展系统的护

理工作。首先开展心理护理，尽可能的改善病人的负面心理，

并且充分利用家庭与社会功能，加强病人治疗的信心，然后，

采取系统合理的治疗方案，增强病人的承受能力，缓解不良

症状，显著增强治疗依从性 [3]。本报告结果表明，经过对比

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等，实验组远远强于参考组，

P < 0.05，差异较大，具有临床对比价值。充分提示心理护理

干预，能够提高艾滋病病人的认知，缓解其不良情绪，并且

针对性的治疗能够减少不良症状，显著的增强病人的治疗依

从性。艾滋病属于一种传染性终身性疾病，属于国内防治与

控制的重要疾病。对于该病的治疗任重道远。相关资料显示，

我国总计艾滋病感染人数已大于 50 万人 [4]。大量报告显示，

抗病毒治疗能够有效减少传染率以及死亡率，而治疗依从性

为确保治疗效果的基础。增强病人的依从性为重大医疗工作

任务，不但需要医务工作者的努力，还需社会的主动合作，

全社会的支持。所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让全社会减轻或

消除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才能达到良好的控制传染，改善

病人的生存质量。

总的来说，针对艾滋病患者开展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提

高治疗依从性，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缓解其不良

情绪，提高生活的自信心，促使身体康复，适合临床的推广

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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