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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高血压患者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及护理对策

薛卫红,杨静芳,王摇 瑛

[摘要]目的:探讨老年高血压患者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及其护理对策。 方法:选择 80 例老年高血压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分
析其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价患者睡眠质量,对睡眠障碍患者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比较

护理干预前后患者睡眠和血压变化。 结果:老年高血压患者并发睡眠障碍,其中心理焦虑和环境因素是影响患者睡眠质量的

重要因素。 经过针对性护理干预后,睡眠障碍患者 PQSI 评分及血压均显著低于入院时(P < 0. 01)。 系统的护理干预后患者

PQS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心理焦虑和环境因素是影响患者睡眠质量的主要原因,单纯降低血压虽然对于

患者的 PSQI 有显著的降低作用,但合理有效地针对性护理干预可明显改善患者睡眠质量,进一步提高患者降压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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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 of the sleep disorder
in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and its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XUE Wei鄄hong,YANG Jing鄄fang,WANG Ying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and Retired Veteran Cadres Branch,The Second Hospital

of Changzhou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Changzhou Jiangsu 21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leep disorder in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and its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leep disorder in 80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was evaluated by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the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 were
treated with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changes of sleep and blood pressure in sleep disorders patient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The psychological anxiety and environment were the critical factors of sleep disorder in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PQSI scores and blood pressure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patients at admission
(P < 0. 01), and the PQSI scores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 01). Conclusions: The
psychological anxiety and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reasons of sleep disorder in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Only decreasing blood
pressure treatment can decrease the PQSI score of sleep disorder patients,but the reasonabl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and effects of antihypertensive therapy of patients.
[Key words] sleep disorder;high blood pressure;elderly;nursing

摇 摇 睡眠是人们正常的生理需要,除可消除疲劳、使
人体产生新的活力外,还与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

力关系密切[1]。 老年人睡眠障碍是一个常见现象,
随着年龄的增大,睡眠质量会逐渐下降[2]。 高血压

患者睡眠障碍的发病率明显增高,睡眠质量也较正

常人差,觉醒次数显著多于正常人群,睡眠质量持续

时间也短于正常人群,而睡眠不良会进一步使高血

压患者的血压显著升高[3]。 充足的睡眠对于老年

高血压住院患者尤为重要,但是多种因素可影响患

者的睡眠质量,其睡眠形态紊乱的发生率高于

50% ,影响其精神体力的恢复及疾病的康复[3]。 本

研究旨在分析老年高血压患者睡眠障碍的影响因

素,探讨有效的护理对策。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5 月

我院收治的 80 例老年高血压患者,均与患者签署知

情同意书。 80 例中男 55 例,女 25 例;年龄 62 ~
88 岁。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4] (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评价患者睡眠质量,如

PSQI逸7 分则判断患者睡眠不良,且得分越高说明

患者睡眠质量越差;如 PSQI < 7 分则判断患者睡眠

质量良好。 本研究中的患者 PSQI 均逸7 分。 根据

患者意愿及临床实际情况,将患者分为 2 组,其中对

照组 32 例,按照常规的护理方式,对患者进行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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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给予针对改善患者睡眠质量的有效护理措施;
观察组 48 例,依据我院制定的护理干预方式进行正

常的护理干预以改善患者的睡眠情况;记录护理前

后患者的 PSQI 及血压变化。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调查方法摇 采用我院自行设计问卷调查影

响老年高血压患者睡眠质量的因素,主要从生理、心
理、环境及用药 4 个方面着手调查。 在患者入院第

2 天,由专职人员对 2 组患者进行调查,共发出 84
份问卷,其中 4 例患者因干预期间不配合,回收有效

问卷 8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 24% 。
1. 2. 2摇 护理干预方法摇 对照组仅给予高血压常规

护理措施。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再给予改善

睡眠质量的针对性护理措施:(1)尽量为患者营造

舒适安静的睡眠环境。 在晚 7 点以后禁止陪护人员

随便进出病房及在走廊内随意走动和大声喧哗;关
闭一些不必要的仪器,尽可能减少病房内的噪音;保
持病房内的温度在 26 ~ 30 益,湿度适宜,光线柔和;
可使用屏风给患者创造个人空间,使其身心放松以

便于睡眠;病房内每日定时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

空气清新;给打鼾患者安排单人间,以免影响其他人

睡眠;患者的临床医疗尽可能保证在白天内完成,将
夜间必须的医疗操作安排在患者自然觉醒时段进

行,减少患者被动觉醒次数[5]。 (2)维持患者正常

的睡眠周期。 护士与患者多沟通,了解其日常生活

中活动、休息及睡眠时间,共同制定睡眠周期表,嘱
咐患者按照其睡眠周期表进行活动、睡眠。 一般情

况下,除午间 30 ~ 40 min 睡眠时间外,嘱患者白天

不再睡眠,可安排其与他人聊天、读报、看电视等,晚
间准时休息,使患者建立合理的睡眠周期[6]。 嘱患

者仍进行其日常生活中睡眠前活动,如洗澡、看书

等,以便其更好地适应陌生环境,尽快进入睡眠期。
(3)健康宣教。 普及患者高血压相关知识,指导患

者正确睡眠方式及诱导睡眠的方法,如自我暗示、数
数等。 患者因对医疗活动疑惑以及疾病折磨使患者

紧张、焦虑,护士应详细清楚地向患者解疑。 帮助患

者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及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戒
烟、限酒,每天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嘱其睡前不宜

剧烈运动、思考问题、吸烟、饮酒、饮咖啡或浓茶、有
前列腺肥大者晚上尽量减少喝水量以减少夜尿次

数[7]。 (4)促睡眠药物配合治疗。 根据患者具体的

睡眠障碍类型,护士遵照医嘱给予合理的助睡眠药

物治疗,以便于患者短时间内进入睡眠。 对于入睡

困难或者上半夜容易清醒患者可遵医嘱给予半酒石

酸唑吡坦;对于下半夜容易清醒患者可遵医嘱给予

劳拉西泮、舒乐安定药物治疗。 对于患有呼吸睡眠

暂停综合征的患者,建议其通过控制饮食、积极体育

锻炼等方法减轻体质量;必要时经呼吸科会诊佩戴

专用的呼吸机,以减轻睡眠中的缺氧情况,并提醒家

属注意观察患者夜间睡眠情况,避免窒息[8]。 (5)
心理疏导。 护士应经常与患者沟通,向其详细讲述

疾病治疗后可达到的预期效果,列举一些成功案例

增强患者信心,消除患者紧张、焦虑情绪。
1. 3摇 评价指标及方法摇 分别于入院第 2 天及出院

前 1 天进行以下指标的评价:(1)评价 2 组患者睡

眠质量情况。 晚上熟睡时间 6 ~ 7 h 为睡眠良好;熟
睡时间 5 ~ 6 h 为睡眠一般;不能熟睡或睡眠时间

< 5 h为睡眠不良[9]。 (2)由专业人员测评 2 组患

者的血压情况(收缩压和舒张压)。 (3) PSQI,用于

评定被试最近 1 个月的睡眠质量,由 19 个自评和 5
个他评条目构成,其中第 19 个自评条目和 5 个他评

条目不参与计分,18 个条目组成 7 个成份,每个成

份按 0 ~ 3 等级计分,累积各成份得分为 PSQI 总分,
总分范围为 0 ~ 21,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
被试者完成试问需要 5 ~ 10 min。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影响老年高血压患者睡眠质量的因素摇 本研

究中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是影响患者睡眠质量的主

要原因。 心理因素中对疾病的担忧、担心医疗费用

分别占 61. 25% 和 62. 50% ;环境不适应(22. 50% )
及病房内噪音(18. 75% )是影响患者睡眠质量的主

要环境因素,夜尿过多(33. 75% )是影响患者睡眠

障碍的主要生理因素(见表 1)。
2. 2摇 2 组患者入院和出院时血压水平及 PSQI 评分

比较摇 2 组患者入院时血压水平及 PSQI 评分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2 组患者护理干预后

血压及 PSQI 评分均较入院时明显降低(P < 0. 01)。
而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PSQI 评分降低程度较对

照组更明显(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高血压是目前临床上一种十分常见的慢性病,
随着病情进展最终可导致冠心病、脑血管病变等血

管性疾病。 高血压病也是多基因、多环境因素影响

的疾病,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不利的物理环境和

社会环境有关[10]。 高血压好发于老年患者,由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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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影响老年高血压患者睡眠质量的因素(n = 80)

影响因素 n摇 发生率 / %

心理因素

摇 对疾病的担忧 49 61. 25

摇 担心医疗费用 50 62. 50

摇 缺乏家庭支持 7 8. 75

环境因素

摇 环境不适应 18 22. 50

摇 病房内噪音 15 18. 75

摇 病房内有异味 7 8. 75

摇 室内灯光过强 11 13. 75

生理因素

摇 夜尿过多 27 33. 75

摇 胸闷、咳嗽 17 21. 25

摇 疼痛 9 11. 25

摇 药物不良反应 11 13. 75

年人身体机能的特殊性,使得老年高血压患者容易

并发睡眠障碍。 良好的睡眠对健康人具有解除疲劳

和恢复体力的作用,睡眠障碍容易引起人体免疫功

能下降,焦虑和烦躁,这些又与睡眠障碍互为因果,
形成恶性循环[11]。 许多老年高血压患者易怒或易

情绪波动,血压波动较大,从而加重了睡眠障碍,由
于长期睡眠质量较差,又导致其产生焦虑、抑郁情

绪,高血压患者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情绪之间具有

明显的相关性[12]。
本研究中,60. 0% 老年高血压患者存在睡眠障

碍。 心理因素是影响患者睡眠质量的主要原因,其
中对疾病的担忧及经济负担是造成患者睡眠障碍的

重要原因。 患者对疾病的担忧,如临床疗效、药物的

不良反应等以及经济负担等因素造成患者恐惧、焦
虑等负面情绪,可引起患者血压升高、心悸、易醒等

表 2摇 2 组患者入院和出院时血压水平及 PSQI 评分比较(x 依 s)

分组 n
入院时

摇 收缩压 / mmHg摇 摇 舒张压 / mmHg摇 摇 PSQI 评分 / 分摇

出院时(d 依 sd)

摇 收缩压 / mmHg摇 摇 摇 舒张压 / mmHg摇 摇 摇 PSQI 评分 / 分摇
观察组 48 172. 57 依 16. 42 98. 32 依 12. 45 9. 45 依 2. 08 - 27. 12 依 18. 10** - 11. 83 依 7. 66** - 2. 14 依 1. 01**

对照组 32 169. 30 依 15. 77 95. 40 依 10. 67 9. 36 依 1. 87 - 30. 93 依 15. 79** - 12. 33 依 6. 61** - 0. 86 依 0. 93**

t — 0. 89 1. 09 0. 20 0. 97 0. 30 5. 73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1

摇 摇 配对 t 检验:**P < 0. 01

不适,患者发生睡眠障碍,降压效果较差。
本研究中环境因素也是影响患者睡眠质量的另

一主要原因。 老年患者睡眠潜伏期长,深睡眠少,对
环境的要求较高[13]。 在 PSQI 评价中,有近十项数

据同患者睡眠质量有关。 本研究 80 例中分别有 19
例因环境不适应,157 例因病房内噪声,7 例因病房

内有异味,11 例因室内灯光过强而发生睡眠障碍。
患者住院期间因对陌生环境的各种不适而产生心理

紧张,而且病房内其他患者产生的噪声可明显影响

患者睡眠质量。 从此角度出发,由于加强了环境方

面的护理,患者的 PSQI 大幅下降。 因此,应保持舒

适的病房环境,消除陌生感,加强病区管理,控制噪

声,睡眠时间拒绝探视,合理安排各项护理操作,在
患者睡眠过程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护理操作,以减

少被动觉醒次数[14]。
生理因素和药物的不良反应也是影响患者睡眠

质量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 80 例中 27 例因夜尿过

多,26 例因身体疼痛和胸闷、咳嗽因素而造成睡眠

障碍;11 例因药物不良反应而影响患者睡眠质量。
高血压患者常伴有头痛、头晕症状,且随着患者年龄

逐渐增大,机体的各项生理指标有所下降,本研究表

明,通过医院睡眠障碍的护理,患者的血压大幅下

降。 而随着患者收缩压及舒张压的降低,患者的

PSQI 也大幅下降。 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常合并冠心

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等疾病,这些合并症

又进一步加重患者睡眠障碍。 因此,积极治疗患者

伴发疾病可明显提高患者睡眠质量。
综上所述,老年高血压患者中超过一半患者存

在睡眠障碍,而且由多种复杂因素而导致。 临床护

士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睡眠障碍的老年高血压

患者及时进行有效的针对性护理干预,帮助患者建

立良好的规律睡眠,减轻或者消除患者睡眠障碍,提
高患者睡眠质量。

[ 参 考 文 献 ]
[1] 摇 叶光华. 老年睡眠障碍的现代诊治及进展[ J] . 现代中西医结

合杂志,2003,12(8):2018 - 2021.
[2] 摇 赵瑛,肖世富,夏斌,等. 老年神经精神病病学[M]. 上海:第

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5:108.
[3] 摇 王爱月. 护理干预对老年内科住院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J] .

现代护理,2007,19(4):82 - 83.
[4] 摇 路桃影,李艳,夏萍,等.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的信度及效度

分析[J] . 重庆医学,2014,(3):260 - 263.

1371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5 年 12 月第 40 卷第 12 期



[5]摇 吴萍,文燕,安丽萍,等. 住院老年高血压患者睡眠质量调查

及护理干预[J] . 中华护理杂志,2008,43(5):421 - 423.
[6] 摇 吴秋霞,何丽瑜,刘育慧,等. 影响老年高血压患者睡眠质量

因素的调查与对策[J] . 现代临床护理,2012,11(1):13 - 14.
[7] 摇 连文,牟兴兰,丁瑞娟. 老年高血压患者睡眠异常状况分析及

护理[J] . 西部医学,2011,23(12):2441 - 2443.
[8] 摇 卓胜青,杨雪苹,陈男驰,等. 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对老年高

血压患者血压昼夜节律变化的影响[ J] . 山东医药,2008,48
(31):45.

[9] 摇 张柳娟,张菊芳,郑彩娥,等. 护理干预对老年睡眠障碍患者

的影响[J] . 齐鲁护理杂志,2007,13(7):3 - 4.
[10] 摇 谢亮球. 高血压患者睡眠障碍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干预[ J] . 护

理实践与研究,2008,5(17):7 - 8.

[11] 摇 陈冰,张涛,朱云华,等. 老年高血压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征患者血压昼夜节律的特点[ J] .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

病杂志,2007,9(10):683 - 685.
[12] 摇 张景琼,张小文. 高血压病患者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情绪的

相关性研究[ J] .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6,14(1):117 -
118.

[13] 摇 杨亚娟,赵忠新. 中老年健康睡眠[M].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06:29.

[14] 摇 张丽君,熊琼,张丽忠,等. 老年高血压患者睡眠状况及其影

响因素分析[J] .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8,21(24):4 - 6.

(本文编辑摇 刘畅)

[收稿日期] 2014鄄12鄄18
[作者单位]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骨科,安徽 蚌埠 233004
[作者简介] 张摇 萍(1983 - ) ,女,护师.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15)12鄄1732鄄02 ·护理学·

综合护理干预对骨科患者疼痛的缓解效果

张摇 萍,马摇 杰,邵摇 艳

[摘要]目的: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骨科患者疼痛的缓解效果。 方法:骨折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对照组给予

常规护理,患者疼痛明显时给予止痛药物;实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心理护理、健康教育、疼痛护理、饮食护理等干预措

施。 通过视觉模拟评分对 2 组疼痛程度进行评价,并进行护理质量满意度评定。 结果:实验组患者术后 48 h 疼痛程度轻于对

照组(P < 0. 05),护理质量满意度为 96. 7% ,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综合护理干预能帮助缓解骨科患

者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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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疼痛是创伤或潜在组织损伤引起的不愉快的主

观感受,是骨科患者常见的临床症状。 疼痛不仅带

给患者躯体上的伤害,而且造成精神上的恐慌。 尽

管临床医生能通过药物控制部分患者的疼痛,但无

法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临床上除打破传统按需给药

的观念,采取按时给药、个体化给药、更换药物类型

和改变给药途径的措施外,多种护理干预减轻患者

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也引起广泛关注。
本研究通过综合护理措施对骨科患者疼痛进行干预

并分析临床效果,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我科 2014 年 1 - 6 月骨科患

者 60 例,所有患者除骨折外无其他致痛因素。 男

41 例,女 19 例,年龄 6 ~ 80 岁。 骨折部位:脊柱骨

折 6 例,锁骨骨折 2 例,上肢骨折 21 例,盆骨骨折 4

例,下肢骨折 27 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0 例,2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骨折类型等一般资料

均具有可比性(P > 0. 05)(见表 1、2)。

表 1摇 2 组患者年龄和住院及手术时间比较(x 依 s)

组别 n 年龄 / 岁 住院时间 / d 手术时间 / min

对照组 30 34. 67 依 11. 23 16. 34 依 2. 74 76. 67 依 12. 36

实验组 30 33. 34 依 10. 68 17. 47 依 1. 95 75. 34 依 11. 64

t — 0. 47 1. 84 0. 43

P — >0. 05 > 0. 05 > 0. 05

表 2摇 2 组患者性别和骨折类型比较(n)

分组 n 男 女
骨折类型

摇 脊柱骨折摇 锁骨骨折摇 上肢骨折摇 骨盆骨折摇 下肢骨折摇

对照组 30 20 10 3 1 11 2 13

实验组 30 21 9 3 1 10 2 14

合计 60 41 19 6 2 21 4 27

字2 — 0. 07 0. 21*

P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uc 值

1. 2摇 护理干预摇 对照组在患者明显疼痛时给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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