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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度多元化改良延续护理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患者的影响分析
鲍光霞

周林水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系常见临床睡眠病症，以
白日嗜睡、夜间睡眠障碍为主症，存在打鼾伴呼吸
暂停现象[1]，易引发心脑血管病甚至猝死[2]，严重威
胁患者生命健康安全[3]，除手术治疗外，养成健康生
活方式亦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者的必要疾控手
段[4]，但受健康行为价值存疑、健康行为专业督导不
力等因素的影响，患者多不能长期遵从健康生活方
式，我院尝试采用四维度多元化改良延续护理对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施加干预，
效果较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1月至 2019 年 10月浙
江省中医院呼吸内科收治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者 80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获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确诊，认知沟通正常，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为：意识精神沟通障碍，拒绝参与，并存其它严重病
种，并存心肾肝肺功能障碍。其中男性 43例、女性
37例；
年龄 36～45岁，
平均年龄（45.64±9.22）岁；
病程
3～4 年，平均病程（3.55±0.34）年。以随机数字表法
分 为 对 照 组 40例 与 试 验 组 40例 ，试 验 组 中 男 性
21例、
女性 19例；
平均年龄（45.70±9.13）岁；
平均病程
（3.66±0.29）年。对照组中男性 22例、女性 18例；平
均年龄（45.64±9.22）岁；
平均病程（3.55±0.34）年。两
组年龄、
病程与性别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
1.2 方法 两组均于住院期接受常规护理。对照
组于出院后由责任护理人员每月电话指导一次，连
续干预 6个月，试验组采用四维度多元化改良延续
护理干预，
干预时间同对照组，
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1.2.1 延续护理团队维度的多元化改良 改良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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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护士单一延续护理人员为多专业延续护理团队，
由耳鼻喉科主治医师 1 名、五官科主治医师 1 名、营
养师 1 名、心理咨询师 1 名、呼吸科主治医师 1 名及
呼吸科责任护士 4 名、呼吸科护士长共同组建团队。
护士长负责协调与方案拟定，各医师分别从各自专
业角度出发担任项目培训与项目顾问，责任护士负
责延续护理方案具体落实。团队成员通过文献查
阅、临床经验回顾、多学科协作，确认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者出院后可能出现的护理问题，结合各护理
对象个体差异特点，于出院时为其量身定制院外期
健康生活管理方案。
1.2.2 延续护理对象维度的多元化改良 将仅以
患者本人为延续护理对象改良为将其配偶子女父
母亲朋好友等重要社会关系人群均纳为护理对象
的模式，构建重要社会关系人微信群，在群内定时
推送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病因、表现、危害性、危险
因素、相关健康管理行为等知识信息，使护理对象
日常交往的人群皆知晓相关健康管理行为，形成健
康管理大环境，以各社会关系人身份特点为据授予
适宜的健康管理技能，如：授予子女呼吸机规范化
操作技能，授予配偶睡眠状态监测、生活习惯改良
督导等技能，
形成健康管理小环境。
1.2.3 延续护理项目维度的多元化改良 将睡眠
管理单一项目改良为饮食、用药、睡眠习惯、运动、
睡眠体位、减重及社会交往应酬等多元化管理，依
据护理对象健康生活个体差异，提出明确的项目管
理目标与管理措施，如肥胖者给出阶段化减重目
标，进行科学减重饮食指导；运动不足者给出量化
运动目标，协商选择合宜的运动项目量次与频率
等；饭局应酬多者给出逐步减少应酬计划；饮食无
节者指导调整进食顺序为汤水－蔬菜－肉类－主
食，
每口食物细嚼 28次再缓慢咽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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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延续护理载体的多元化改良 以微信、QQ、
病友沙龙、专线咨询电话、家访等多元化载体形式，
实行定时管理、随时管理、灵活管理、动态管理。
1.3 评价指标 于患者出院后 6个月时，由其住院
时责任护理人员电话邀约患者返院复诊，以面对面
沟通方式对下列指标进行评定：①自行设计的健康
行为依从度评定量表，含睡眠、饮食、应酬、运动、减
重、不良嗜好戒除、用药等七个条目，完全依从赋
3分 ，部 分 依 从 赋 2分 ，完 全 不 依 从 赋 1分 ，总 分
21分，分值愈高提示健康行为依从度愈佳。②护理
效果评定指标：体重指数、打鼾症状评分与睡眠质
量评分，其中打鼾症状轻度指与正常人相比呼吸声
粗重赋 1分，打鼾症状中度指鼾声响亮度较普通人
说话声大赋 2分，打鼾症状重度指鼾声响亮导致同
室者无法入睡安眠赋 3分[6]，分值愈高提示打鼾症状
愈重。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问卷[7]评价睡眠质
量，
总分 21分，
≥7分视为存在睡眠障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
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 检验。设Ｐ＜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健康行为依从度评分比较
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健康行为依从度评分比较/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组

9.65±1.39

18.33±1.56*

对照组

9.50±1.15

12.80±4.44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Ｐ＜0.05。

由表 1 可见，两组干预前健康行为依从度评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53，P＞0.05），试验组
患者干预后健康行为依从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t
=7.43，
Ｐ＜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后护理效果比较见表 2
表2

组别

两组患者干预后护理效果比较

体重指数/kg/m2 打鼾症状评分/分 睡眠质量评分/分

试验组

27.00±0.78*

1.70±0.61*

11.18±1.08*

对照组

29.10±0.74

2.33±0.57

14.00±1.45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Ｐ＜0.05。

由表 2 可见，试验组干预后体重指数、打鼾症状
评分、睡眠质量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t 分别=-12.28、-4.74、-9.87，
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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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延续护理是护理工作者开展长期健康管理的
利器与主要手段，但常规的由护士单一专业人员开
展定时电话指导的延续护理模式在应对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这一病因复杂难明、不健康生活模式积
重难返的护理对象时，
难免力不从心。
本研究分别从影响延续护理效果的延续护理团
队、延续护理对象、延续护理项目及延续护理载体四
个维度进行积极有效的多元化改良，
延续护理团队的
专业化改良，
将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健康管理
相关的多个专业类别高年资人士纳入管理团队，
解决
了护理人员独力进行健康管理在专业上的局限性与
无力感，
确保延续护理对象可获得全面立体、高专业
化、高个性化的健康行为管理方案[8]。延续护理对象
的扩大化改良，
利于在护理对象日常生活中构建起严
密的健康管理大小环境，
使其时刻置身于健康行为督
导之下，
延续护理项目的拓展化改良，全面覆盖有助
于疾病控制的各个健康行为层面，使护理对象切实
掌握科学合理实用的减重、运动、饮食、睡眠等管理
技能[9]，延续护理载体的多样化改良，使无时间空
间缝隙的健康管理指导与督促成为可能。本次研
究结果显示接受四维度多元化改良延续护理干预
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者干预后健康管理行为依
从度评分明显高于接受常规延续护理的同类患者
（P＜0.05）。由此可见，四维度多元化改良延续护
理模式的应用，可向护理对象提供强有力的医疗层
面指导督促及重要社会关系人层面的协助督导，并
助力于患者层面的自我信心构建与自我管理驱动，
有效地提升了健康管理行为依从度。本研究结果
还显示，接受四维度多元化改良延续护理干预的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其干预后体重指数、打鼾
症状评分、睡眠质量评分明显低于接受常规护理的
同类患者（P 均＜0.05），究其原因，四维度多元化改
良延续护理的应用，
切实提升了护理对象各类健康管
理行为执行度，
使其受益于科学饮食与合理运动等而
取得可靠减重效应，
减重成功后脂肪得以重新分布，
原聚集于护理对象咽部及上气道的脂肪组织减少，
原
受阻塞的气道得以扩大，
气流量由此增加，
从而减少
呼吸暂停次数、
微觉醒次数，
缓解打鼾症状严重程度，
改善睡眠呼吸形态，
再加上对科学睡眠体位的遵从、
社交应酬的减少、
不良烟酒嗜好的戒除等健康行为的
共同作用，
促成了患者夜间睡眠质量的整体提升。
（下转第 7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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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干预手段融入情景模拟训练中，以灯光亮度、
真实的触感、个性化音乐和令人放松的芳香为媒
介，给患者提供以视、听、触和嗅觉多感官刺激的模
拟环境[11]，放松身心，减少其躁动不安及过度紧张，
减少了以往对检查不配合患者采取镇静剂干预[12]导
致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的发生；并且，情景模拟训
练作为一种主动的人性化护理服务，鼓励家属全程
参与治疗过程，最大限度获得患者及家属的依从
性，有效提高了 AD 患者在身心调节及环境适应上
的能力。
本研究采取多学科医护合作制定训练方案，进
行循序渐进式的场景适应性模拟训练，减轻了患者
对检查的恐惧感及有可能产生的应激反应，逐步提
高患者适应性，最终达到具备良好的生理、心理及
社会适宜状态，顺利完成检查。但本次纳入的研究
对象均为 AD 患者，样本量不多，后续研究可以将该
方法运用到认知能力差、适应性欠缺的儿童、精神
心理疾病等特殊患者中，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的临
床研究来进一步验证其有效性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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