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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对男性酒依赖患者复饮率、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艳，路霞，纪香萍，许琼，赵志强，夏叶玲+

(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新疆乌鲁木齐市，830002)

【摘要】 目的：讨论男性酒依赖患者离院后继续采用延续性护理对其复饮率、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2016年1～3月出院的男性酒依赖患者共计87例，根据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研究组44例和对照组

43例。两组患者出院前均接受我院常规使用的出院指导方案，在此基础上，研究组继续接受延续性护理干

预模式，从而比较两组酒依赖患者出院时和离院6个月后的复饮率、生活质量的差异性。结果：两组男性酒

依赖患者在出院后6个月，研究组复饮率为44．45％，对照组复饮率为74．41％，两组之间有明显的统计学差

异(尸<0．05)；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尸<0．05)。结论：

男性酒依赖患者离院后的延续性护理不但可以有效地降低酒依赖的复饮率，同时还可以提高改善男性酒依赖

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延续性护理；酒依赖；复饮率；生活质量；男性

doi：10．15900／j．cnl【i．zylfl995．2018．06．009

The efIIects 0f continuous nursing in the drinking rate

and quality of Uf．e Of alcohol dependent male patients

、7v：ANG Y-an，LU Xia，JI Xiang—ping，XU Qiong，ZHA0 Zhi．qiang，XIA 1Yre一1ing+

(Xinjiang Mental Health Center and Ummqi Fourth People’ s Hospital， Ummqi， 830002)

【Abstractl objectiVe：to discuss the ea'ect of cominuous nursing in me(1rinl【ing rate and quali哆of life after

leaVing the hospital．Methods：a total of 87 patients who were dismissed f而m the hospital f而m Janua巧

to March 20 1 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4 cases and control group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s．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discha玛e to accept our routine use discha唱e guidance scheme，based on

this，the team conti肌e to accept continui够nursing inteⅣemion mode，so as to compare the two黟oups of

patients with alcohol dependence discha唱e and six monms aRer deparhJre厅om me hospital aRer嘶I位ing
rate and quality of life．Results：in the 6 monms aRer the discha玛e of the two铲oups of alcohol—dependent

patients，the study group。s recoVery rate was 44．45％，and the controI gmup was 74．4 1％，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觚een the艄o groups(P<0．05)．The qual时of lif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铲oup was siglli6cantly greater than the con们l group，and the di仃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俨<

0．05)．Conclusion：continuous nursing aRer the hospital can ea’ectively reduce the dnnking rate of alco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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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ce is enhanced the quali够of life of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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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依赖是一种社会性疾病，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长

期大量使用酒精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破坏了圆满的家庭，

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川。酒依赖患者在接受戒酒半年内，

有超过50％的患者会出现复饮闭。为了降低慢性酒精

依赖患者的复饮率，巩固患者的治疗成果，本次研究采

用离院后延续性护理方案对酒依赖患者进行干预，以讨

论延续性护理方案对于酒依赖患者复饮率、生活质量的

影响的可行性。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取我院2016年1～3月出院的酒依赖患者共计

87例。所选患者均为男性，入院时均符合《国际疾病

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10版)》(Intem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IcD一10)“使用酒精所致精神和行为障碍”

的诊断标准；年龄大于18岁，愿意合作且能理解问卷

内容及完成测评；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不能独立完成本

次测评；酒精依赖前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双相情感障

碍及其他精神病障碍的患者。将符合人组标准的所有患

者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出院前研

究组入组50人，对照组入组50人。在随访过程中，因

患者失访、拒绝随访者共13人；其中研究组6人，对

照组7人。

调查随访结果本着患者自愿参加的原则，并取得

患者本人及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获得

新疆精神卫生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通过。

1．2研究方法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了解两组患者的年龄、职

业、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个人经济收入

等相关情况；选取生活质量评定问卷(GQOu一74)进

行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估；复饮的标准：在随访期间

患者恢复治疗前的饮酒频率且再次符合(ICD一10)“使

用酒精所致精神和行为障碍”的诊断标准既为复饮。

1．3研究工具

1．3．1一般情况自制调查表，其内容包括：年龄、

职业、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个人经济收

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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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生活质量评定问卷(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一74，GQOLI一74)：该问卷表共计74个条目，

包括：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态

四个维度，均已正向计分的结果参与分析，即得分越高，

生活质量越好[3】。

1．4护理方法

1．4．1研究组：研究组患者在离院前接受我院常规

的出院指导的基础上加用延续性护理。由我科的护理人

员成立专门的护理小组，对患者定期进行随访(至少每

月1次)。随访内容包括：①用药护理：向患者家属询

问患者在出院期间是否有遵循医生嘱咐按时按量服用药

物，有无擅自减少服药次数或药量的情况。将未能按时

按量服药的危害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说明，并请患者家

属对其进行监督，使患者明白只有配合医生积极服药治

疗才可对病情进行控制，从而减少家人的经济负担及自

身的心理负担。护理人员还可指导患者一些实用的服药

技巧，及时纠正患者的拒绝服药行为，使其服药持续性

得以保持。②健康宣教：向患者及家属详细讲解酒依赖

的发病原因、复饮的相关因素、告知患者应尽量避免参

与有“酒”的场合、注意情绪波动、针对突发情况做出

正确的处理技巧如发生饮酒的情况，如需帮助，应尽快

就诊；③心理指导：鼓励患者多参与正面、健康的集体

活动，以便使患者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电话

随访或者门诊随访鼓励患者，逐步降低患者对于酒精的

依赖程度，牢固树立戒酒的信心；由于参与本次研究的

均为男性患者，可以鼓励患者看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人

生励志电影，从而使得患者认识到长期酗酒，可能会对

于自身健康、家庭和睦、事业有成、生命美满等多方面

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更懂得人生奋斗的意义；重新燃

起患者对未来无酒幸福生活的向往；鼓励患者正确表达

负性情绪，如可以通过跑步、游泳等方式进行；帮助患

者克服自卑感、消除病耻感、增加愉快感；若患者存在

明显的抑郁或焦虑情绪，建议患者及时来院就诊，避免

情况进一步加重；④生活指导：帮助患者建立有规律的

生活习惯，让患者自己制定时间简表，并严格执行；告

知患者家属应多与患者交流、倾听患者情愫、鼓励患者

保持良好心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⑤在患者出院6

个月后，采用电话随访、走访、微信、QQ等网络方式

进行随访，每次随访时间不少于半个小时。每月至少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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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1次，随访时间可根据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而增加。

1．4．2对照组：对照组患者在离院前接受我院常规

的出院指导，指导内容包含：严格遵守医嘱按时服用药

物，定期复查，门诊随访，每月1次；规范饮食，避免

饮酒及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食物；规律作息，避免熬夜；

告知患者及家属病区及我科随访电话，方便患者不适时

随时咨询，对于其他的特殊的指导内容不做特别强调。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l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夏±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f检验。

连续变量的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研究结果

2．1两组患者人口学的结果比较分析：

两组患者人口学如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受教

育年限、婚姻状况、个人经济收入、每日饮酒量及饮酒

年限等各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

2．2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分析：两组慢性酒精

依赖患者离院前的生活质量得分无统计学差异(P>O．05l

离院6个月后，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患者(P<O．05)。见表2。

2．3两组患者的复饮率的比较分析：两组患者在

离院后的6个月时，研究组的复饮人数为20人，复饮

率为(20／44)44．45％；对照组复饮人数32人，复饮率

为(32／43)74．41％，两组患者比较，具有明显的统计

学差异(P<0．05)。

3讨论

延续性护理的定义是患者在出院后由专业的医护

人员对其实施的针对性的护理服务，是医院护理的延伸

与拓展【4]。护理人员根据每位患者的具体病情制定相应

的院外护理的方案，并指导或协助其执行，从而确保患

者的治疗效果，减少疾病的复发率和再人院率”】。延续

性护理的工作重点是在患者离院后，正在接受家庭治疗

的人群，强调的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提高患者接受护理

服务的协调性。目前延续性护理在很多疾病中广泛推广，

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效果【6]。

大量研究表明，酒精依赖症作为一类慢性成瘾性

疾病，可对患者的家庭关系、生活质量、社会功能、健

康状况造成不良影响，酒依赖患者往往丧失自控能力，

存在心理方面的认知障碍。而针对性强、持续性的护理

干预则是帮助患者戒酒、杜绝复饮的关键[_”。预防慢性

酒精依赖患者复饮的关键措施在于缓解其自身的负性情

绪，鼓励患者积极面对疾病，让患者及家属理解慢性酒

精依赖是一种疾病，而非是患者的意志力出现了问题；

对于反复发作的患者，我们需要提高患者治愈疾病的信

心，必要时建议患者服用药物。绝大多数的酒依赖患者

在出院后，不能坚持继续长期保持清醒，很快加人复饮

的行列。由于反复多次住院，导致患者本身及家属的戒

表1 研究组与对照组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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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信心不足，使得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越来越差，加上患

者家属也缺乏对于慢性酒精依赖这种疾病的认识，导致

患者复饮率持续性增高，很多家属甚至出现对患者不闻

不问的情况捧】，使得患者的疾病越来越严重。若患者在

离院后，得不到持续的、正面的关注和引导，则非常容

易出现终止戒酒，重新复饮的情况，影响康复的效果【9J。

本次研究针对延续性护理干预对于酒依赖患者的

复饮率、生活质量的影响展开讨论。研究结果显示延续

性护理不但可以有效地降低酒依赖患者的复饮率，还可

以提高患者出院后的生活质量。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在延

续性护理实施过程中采取健康宣教、心理疏导、生活指

导等多方面有针对性的干预手段，不仅可以帮助患者有

效地控制饮酒的欲望与冲动、还可以有效的使患者长期

的保持清醒；我们在延续性护理过程中，加入对患者家

属的指导，使得家属明白酒依赖是一种慢性中毒性脑病，

与患者的意志力薄弱没有必然联系，从而使得家属可以

理解患者，同时患者也可以感到家人的理解与关心；通

过我们的延续性护理，使得酒依赖患者对抗疾病的信心

加强，感受到家人、医护人员的关心，提高治疗的依从

性，最终对治疗效果产生有利的影响。

本次研究中护理人员主要通过用药护理、心理护

理和知识宣教等措施对研究组患者进行干预。其中用药

护理可督促患者按时服药，对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具有积

极意义；心理护理则能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使其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治疗与生活，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其与

医护人员的配合度，心理状态的改善还有助于病情的恢

复；知识宣教则能促进患者及家属对慢性酒精依赖的认

知程度，使其在居家治疗的过程中能够掌握相关的康复

训练方法，以及在运动、饮食等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

从而大大地降低慢性酒精依赖患者的复饮率。与对照组

的护理方法相比，研究组所实施的延续性护理的临床使

用价值更高。 ．

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对于降低酒依赖的程度、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效预防复饮的发生均有着不可

估量的作用，将来值得在酒依赖患者的护理中应用推广。

4不足之处

本研究属于横断面调查研究，样本量不够大，未

能全面控制混杂因素；此次研究只针对于男性酒精依赖

患者，未把女性患者列为其中，可能造成数据的缺失；

对于上述存在不足之处，在今后的研究中会加入其他相

关因素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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