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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研究进展
彭丽华 1，王莉 2，尚艳丽 1，仉娟 3
【摘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临床常见慢性疾病，病程长，病情反复发作，严重威胁患者身心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显示，我国疾病负担中 COPD 位居第一。COPD 可使患者产生“拖累他人，
成为家庭和社会负担”的感受，即自我感受负担（SPB）。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证实，COPD 患者普遍存在 SPB，而

SPB 会使患者产生焦虑、抑郁、内疚、自责等一系列负性情绪，严重者甚至产生“自杀以便早日让家人解脱”的想法，
因此应引起临床重视。本文主要综述了 COPD 患者 SPB 现状，旨在提高临床医护人员对 COPD 患者 SPB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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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is one of clinical common chronic diseases，with long

course of disease and repeated attack，which seriously threaten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Report shows that，burden of COPD ranks the first place in China. Patients with COPD may

occur self-perceived burden（SPB），that is to say involving others into trouble and being family and social burdens. More and

more studies have confirmed SPB is ubiquitous in patients with COPD in recent years，and SPB may cause a series of negative

emotions，such as anxiety，depression，guilt and self-blame，and even idea of“killing myself to free my family as soon as

possible”came into some patients with COPD，which should arouse more clinical attention.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B in patients with COPD，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SPB in clinical st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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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患病后角色转变使其无法参与和履行社会角色责任及维持正

和 / 或肺泡异常，以持续性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主要特

示，病情严重程度是老年 COPD 患者 SPB 的主要影响因素，

COPD）主要是由于显著暴露于有毒颗粒或气体导致呼吸道
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1］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

剧 及 环 境 污 染，COPD 患 病 率 呈 持 续 上 升 趋 势

［2-3］

。截至

2010 年，全球范围内约有 3.84 亿 COPD 患者，其总患病率

为 11.7%［4］。预计 2030 年，COPD 将成为全球第 3 位致死病
因、第 5 位致残病因，并位居疾病负担第 5

［5］

。随着病情发

常家庭生活，故导致 SPB 程度加重。陈龑等［12］ 研究结果显

与许少英等［11］研究结果相一致，分析其原因主要如下：（1）
病情加重对患者日常活动及生活方式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患

者独立能力下降，照护需求和照护依赖增加；（2）病情反复
使患者接受急诊治疗次数及住院次数增多，照护需求和家庭
经济压力随之增加。陈龑等［12］研究结果还发现，合并症数量

展，COPD 患者普遍存在“害怕拖累家庭、担心成为他人负担”

是老年 COPD 患者 SPB 的影响因素；石钰等［19］ 研究结果显

JANSSEN 等［7］提出，COPD 患者的最终管理目标不应仅是延

但 SURI 等［20］研究结果显示，合并症数量并不是血液透析患

的感受，即自我感受负担（self-perceived burden，SPB）［6］。

长生命，还应关注到患者的心理和精神健康。既往研究表明，
SPB 不仅会使患者产生消极情绪，如抑郁、焦虑、内疚、痛

苦和自责，还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8］。因此，临床医

护人员应密切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 COPD 患者 SPB，以

最大限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本文综述了 SPB 概念及 COPD
患者 SPB 现状，旨在提高临床医护人员对 COPD 患者 SPB 的
认识。
1

SPB 概念

2003 年，COUSINEAU 等［9］发现血液透析患者存在“成

为别人负担”的心理体验，并构建了 SPB 的概念框架和方法

学研究基础，至此 SPB 的概念被首次提出。SPB 概念具有两
层含义：（1）被照护者由于依赖照护者而产生顾虑、挫败感
及内疚感；（2）被照护者由于不得不接受照护而担心给照护
者生理、心理及经济带来负面影响。MCPHERSON 等［10］通过

质性访谈证实了 SPB 在晚期癌症患者中普遍存在，并构建了

癌症患者 SPB 的 4 个维度，即身体负担、社会负担、经济负
担和情感负担，其还将 SPB 定义为个体因疾病及由此产生的

照护需求对他人造成影响而产生的抑郁、内疚、自责等移情
担忧，内容包括由于需要照护者提供照护需求而产生顾虑、
担心疾病和死亡给家人造成情感创伤、因无法承担角色责任
而感到内疚 3 个方面。
2

2.1

许少英等［11］ 通过对 80 例 COPD 患者进行

调查发现，75% 的 COPD 患者存在 SPB，其中轻度 SPB 者占
33.3%，中重度 SPB 者占 66.7%。陈龑等

［12］

研究结果显示，

68.9% 的 COPD 患者存在轻度 SPB，31.1% 的 COPD 患者存在
中重度 SPB。宣朕

［13］

研究结果显示，64.51% 的 COPD 患者

存在轻中度 SPB，8.87% 的 COPD 患者存在重度 SPB。张蒙等［14］
通过对 1 056 例 COPD 患者进行调查发现，75.8% 的 COPD 患
者存在不同程度 SPB，以轻、中度 SPB 居多。许娟等［15］研究

结果显示，COPD 患者平均 SPB 评分为（31.51±5.87）分，提
［16］

示处于中度负担，与龙小香等

研究结果相一致。上述研究

均表明，COPD 患者普遍存在 SPB，应引起临床医护人员重视。
2.2

2.2.1

影响因素

性别和疾病特征

张蒙等 ［14］ 研究结果显示，性别

与 SPB 有关，且女性慢性病患者 SPB 程度重于男性，与杨
欢等

［17］

、景颖颖等

者 SPB 的影响因素；分析上述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与研

究对象不同有关。GANZINI 等［21］ 研究表明，91% 的患者认
为造成家庭压力的原因是医疗条件，48% 的患者认为压力来
自医疗造成的经济危机。王秋霞等［22］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月
收入越高则老年 COPD 患者 SPB 越严重。
2.2.2

照顾者负担

MCPHERSON 等［23］认为，照顾者的健康

将影响患者自我负担，且大多数患者不愿接受由健康欠佳的

照顾者提供照护。武燕燕等［24］研究结果亦表明，照护者负担
水平与患者 SPB 程度呈正相关，即主要照护者负担越轻则患

者 SPB 程度越轻，提示照顾者身体状况会影响患者 SPB 程度，
与 CHIÒ 等［25］研究结果相一致。
2.2.3

心理状况

刘亚丽［26］ 研究结果显示，SPB 与抑郁严

重程度呈正相关，即抑郁程度越重则患者 SPB 程度越重，与
CHIÒ 等［25］研究结果一致。COUSINEAU 等［9］研究结果显示，
SPB 与生理的相关系数为 0.30，与心理的相关系数为 0.39，
提示患者 SPB 与心理的相关性可能高于生理。上述研究均表

明，心理状况是影响患者 SPB 的主要因素之一。COPD 具有
迁延不愈、易反复发作等特点［27］，故患者易产生“成为他人

负担”的感受，进而出现抑郁、悲观情绪甚至有“加速死亡”
“安
乐死”的想法［28］，故临床医护人员应时刻关注 COPD 患者心
理状况，与患者加强沟通以缓解其负性情绪。

COPD 患者 SPB 现状
发生现状

示，合并症数量是慢性肾脏病非透析患者 SPB 的影响因素；

［18］

研究结果相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与性

格有关：女性情感相对脆弱，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应激反应较高，

2.2.4

生活自理能力

SIMMONS［29］ 研究结果显示，生活自

理能力越差则 COPD 患者 SPB 程度越重，与蒋方圆［30］ 研究

结果相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为随着 COPD 病情进展，患者

生活自理能力不断下降、照护需求不断增加，照护者负担随
之加重，患者为此产生的内疚、自责等负性情绪加重。因此，
临床医护人员应加强患者躯体功能康复训练及自我照顾技能
指导，鼓励患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提高自我价值和自理
能力。
2.2.5

社会支持

李倩茹等［31］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影响

COPD 患者 SPB。贺捷等［32］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情感性支持

是患者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与许娟等［15］研究显示家庭
关怀度影响 COPD 患者 SPB 相一致。另有研究显示，SPB 与

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33］。因此，临床医护人员在关心爱护
患者的同时还应鼓励患者与家属及病友多沟通交流，使患者
从思想上产生安全感，进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促进疾病
恢复。
2.2.6

其他

COPD 患者 SPB 体验是复杂的，除与性别、疾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8年12月第26卷第12期

病特征、照顾者负担、生活自理能力、社会支持等因素有关外，
还与正念水平、疲劳及自我效能有关。李佳宁等［34］研究结果

显示，正念总评分及各单项评分与 SPB 评分呈负相关，即正
念水平越高则患者 SPB 程度越轻，分析其原因可能为个体正

念水平越高则越具有较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乐观的情绪［35］。

研究结果显示，疲劳与 SPB 呈正相关（P<0.01）。

［36］

邓国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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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ELLA 等［37］ 研究结果显示，疲劳是 COPD 患者的第二大

2.4.3

动机访谈及心理行为干预

许少英等［42］对 COPD 患者

采取动机访谈和心理行为干预，结果显示，动机访谈干预能
提高 COPD 患者对 SPB 的认识，增强其减轻 SPB 的意识、动

机和意愿；心理行为干预通过给患者心理及情感支持、疏导
其负性情绪而减轻 SPB。动机访谈的焦点是通过与患者交谈、

讨论让患者进行利弊权衡，明确心理行为的好处，从而增强
其心理行为的一种途径［43］。心理行为干预则是指在心理学理

症状，其会限制患者运动、注意力，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如

论指导下对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施加干预，从而达到预期目

家务劳动、工作及文娱等），进而影响患者生理和心理。李

标的过程［44］。但目前多数研究为小样本量研究，且随访时

2.3

SPB 的长期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倩茹等［31］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效能与 COPD 患者 SPB 有关。
2.3.1

评估工具

结 构 化 面 试 的 症 状 和 关 注（Structured Interview of

Symptoms and Concerns，SISC）

SISC 是 WILSON 等［38］通过

对晚期癌症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与针对症状和焦虑的结构

访谈而研制出的 SPB 测量工具，其访谈问题为“您在患病期间，
是否感觉对家人产生身体或心理负担？”，再进一步探究负

担产生的影响、频率等。访谈者采用 0~6 分计分法，3 分为每

间短或不设回访，故动机访谈及心理行为干预对 COPD 患者
2.4.4

家属同期护理干预

家属是患者最直接的支持者和联

系人，与患者出现 SPB 密不可分。在对患者进行干预的基础
上将同期护理扩展到家庭成员中的干预方式称为家属同期护
理，具体方法如下：首先要得到患者及家属的信任，然后有
针对性地分析和评价患者 SPB 的影响因素，最后制定个性化

干预方案，如面对面访谈、心理干预、减轻照护负担的干预、

项内容的临界值，>3 分为存在明显负担感受；该测量工具内

增强家庭和社会支持等。余田桂等［45］研究结果显示，实施家

2.3.2

良好的家庭氛围、家属对患者的关心及理解可帮助患者树立

部一致性较高，但稳定性一般，目前多用于癌症患者 SPB 评估。
SPBS）

自 我 感 受 负 担 量 表（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
2003 年， 加 拿 大 学 者 COUSINEAU 等［9］ 编 制 了

SPBS，用于测量慢性疾病患者 SPB，该量表发展过程中从 25

项修订为 10 项，包括身体负担、情感负担和经济负担 3 个维
度，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正反向计分；总分 50 分，10~19
分为无明显感受负担，20~29 分为轻度感受负担，30~39 分为

中度感受负担，40~50 分为重度感受负担；该量表经由国外研
究检验具有良好的信度（信度系数 =0.85）。武燕燕等

［24］

属同期护理干预可减轻 COPD 患者 SPB，分析其原因可能为
战胜疾病信心。
2.4.5

Roy 适应模式

Roy 适应模式是美国著名的护理理论专

家 Roy 于 1970 年正式提出，Roy 认为当内外环境刺激作用于

人体后，机体会通过生理调节和认知调节系统做出应答，并
产生生理功能、自我概念、角色功能和相互依赖 4 种适应形
式，最后机体会做出适应性反应或无效反应［6］。Roy 适应模

翻

式的具体实施方案如下：护理人员首先对生理功能、自我概

内常用的 SPB 测评工具，但尚无统一的中文版本，仍有待今

后根据护理问题制定相应干预方案。宣朕［13］研究结果显示，

译的中文版 SPBS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目前，SPBS 是国

后研究继续规范 SPBS，以期为我国 COPD 患者 SPB 研究提供
规范化研究工具。
2.4

2.4.1

干预方法

健康教育是缓解 COPD 患者 SPB 的常用方

健康教育

法，主要内容如下：（1）举办有关疾病的健康知识讲座，解
释疾病的病因、症状、治疗和护理，以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
（2）心理干预：常与患者沟通以了解其内心真正想法，采取
多种措施使患者保持乐观态度，帮助其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
（3）家属教育：组织家庭成员参加护理知识讲座和心理干预，
使患者家属能掌握一定护理技能；（4）电话随访：出院后定
［39］

期通过电话向患者宣教，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梁英等

研

究结果显示，健康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COPD 患者 SPB，
激励患者采取积极向上的应对方式，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2.4.2

延续性护理模式

延续性护理模式是现代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的产物，意味着护理服务不再局限于医院，而
［40］

是扩展到医院之外

念、角色功能和相互依赖 4 个方面的护理问题进行评估，然
Roy 适应模式可有效提高 COPD 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减轻患者
SPB，有利于患者疾病康复。
2.4.6

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是一种在社会科学及教育学领域

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其可以更深入地挖掘患者内心世界，更
真实地反映患者负担感受。梁敏余等［46］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
对 18 例 COPD 患者进行深入访谈，并制定了压力宣泄与支持

帮助、负担减轻与心态平和、压抑释放与价值提升、放弃生

命与安排日后 4 个主题，以探索合适的认知干预模式，帮助
患者缓解 SPB。目前，国内外针对 COPD 患者 SPB 的干预研

究多采用量性研究，较少采用质性研究，而量性研究结合质
性研究是否能更好地缓解 COPD 患者 SPB 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证实。
2.4.7

情志相胜疗法—以喜胜忧

中医学理论认为，悲（忧）

伤肺，五行属金，治疗用喜，喜属火，火克金。SPB 属于负
性情绪的一种，主要表现为悲、忧。郑鑫磊［47］通过与患者进

。延续性护理模式已广泛应用于慢性病

行交流，以从其意，引导宣泄，采用“喜胜悲忧”的方法让

管理中，主要内容包括出院前指导、出院后电话或微信随访、

患者尽情开怀大笑，使患者情绪得以舒畅。支琴等［48］采用喜

家访和社区咨询。刘燕南等

［41］

研究结果显示，延续性护理可

有效减轻 COPD 患者 SPB。但目前延续性护理模式复杂多样，

故适合用于 COPD 患者 SPB 的模式尚有待更多研究进行探索。

胜忧（悲）法干预 COPD 患者，结果显示，COPD 患者抑郁情

绪明显改善。赵川丽［49］采用子午流注择时五行音乐疗法对围
绝经期综合征患者进行干预，结果显示，患者抑郁情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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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SPB 明显减轻。上述研究均表明，情志相胜疗法有利

［9］COUSINEAU N，MCDOWELL I，HOTZ S，et al.Measuring chronic

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会促进血管升压素分泌，进而起到抗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a scale［J］.Med Care，2003，41（1）：

于减轻患者 SPB，分析其原因可能为开心时人体会大量分泌

抑郁效果。因此，临床医护人员可以指导 COPD 患者做一些
开心的事情或引导患者回忆过去美好的事物，进而消除其负
性情绪，减轻 SPB。
3

小结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及环境污染，COPD 患

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2-3］，而 COPD 患者普遍存在 SPB，已
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应引起临床重视。目前，我国
针对 COPD 患者 SPB 的研究侧重于探索 SPB 的影响因素，
干预措施则侧重于以西方心理理论为指导的干预，尚缺乏对

COPD 患者 SPB 评估工具、发病机制及以中医情志理论为指
导的情志干预措施的研究，仍有待未来有更多研究探索 COPD
患者 SPB 评估工具、发病机制及干预措施，以期有效改善
COPD 患者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VOGELMEIER C F，CRINER G J，MARTINEZ F J，et al.Globa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management，and preven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2017 report.GOLD Executive Summary
［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7，195（5）：557-582.
DOI：10.1164/rccm.201701-0218PP.

［2］MATHERS C D，LONCAR D.Projections of global mortality and

burden of disease from 2002 to 2030［J］.PLoS Med，2006，3（11）：
e442.DOI：10.1371/journal.pmed.0030442.

［3］HALBERT R J，NATOLI J L，GANO A，et al.Global burden of

COPD：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Eur Respir J，
2006，28（3）：523-532.DOI：10.1183/09031936.06.00124605.

［4］ADELOYE D，CHUA S，LEE C，et al.Global and regional
estimates of COPD prevalence：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J Glob Health，2015，5（2）：020415.DOI：10.7189/
jogh.05-020415.

［5］LOZANO R，NAGHAVI M，FOREMAN K，et al.Global and

regional mortality from 235 causes of death for 20 age groups in 1990

and 2010：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0［J］.Lancet，2012，380（9859）：2095-2128.DOI：
10.1016/S0140-6736（12）61728-0.

［6］孟昕，胡晶敏，杨萍 . 罗伊适应模式在心绞痛患者护理中的应
用［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2，7（4）：348-350.DOI：
10.3969/j.issn.1673-6613.2012.04.027.

［7］JANSSEN D J，WOUTERS E F，SCHOLS J M.Self-perceived
symptoms and care need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to very sever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or
chronic renal failur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ir closest relatives：

the research protocol［J］.BMC Palliate Care，2008，7：5.DOI：
10.1186/1472-684X-7-5.

［8］WILSON K G，CURRAN D.A burden to others：a common source of

distress for the terminally ill［J］.Cogn Behav Ther，2005，34（2）：
115-123.DOI：10.1080/16506070510008461.

patients' feelings of being a burden to their caregivers：development
110-118.DOI：10.1097/01.MLR.0000039832.32412.7D.

［10］MCPHERSON C J，WILSON K G，LOBCHUK M M，et al.Family
caregivers' assessment of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concordance with patients and factors affecting accuracy［J］.
J Pain Symptom Manage，2008，35（1）：70-82.DOI：10.1016/
j.jpainsymman.2007.02.038.

［11］许少英，刘婧，冼志莲，等 .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我

感受负担的调查分析［J］. 中华护理杂志，2011，46（9）：
914-916.DOI：10.3761/j.issn.0254-1769.2011.09.028.

［12］陈龑，胡秀英 .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2014，49（11）：13071313.DOI：10.3761/j.issn.0254-1769.2014.11.006.

［13］宣朕 .Roy 适应模式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及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J］. 现代医学，2015，43（11）：
1388-1391.

［14］张蒙，李颂兵，陈茜 . 老年常见慢性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及其

影 响 因 素 研 究［J］. 中 国 护 理 管 理，2017，17（1）：63-68.
DOI：10.3969/j.issn.1672-1756.2017.01.017.

［15］许娟，刘义兰，徐玉兰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

与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性［J］. 护理学杂志，2017，32（17）：
35-36.DOI：10.3870/j.issn.1001-4152.2017.17.035.

［16］龙小香，李艳 .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社会支持及自我感

受负担的调查分析［J］. 当代护士（中旬刊），2018，25（1）：
156-158.

［17］杨欢，吴庆文，尹建华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自我感受负担
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J］. 中国护理管理，2012，12（10）：
69-72.

［18］景颖颖，王加红 .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状况及其
影 响 因 素［J］. 现 代 临 床 护 理，2017，16（2）：9-14.DOI：
10.3969/j.issn.1671-8283.2017.02.003.

［19］石钰，邓俊娜，陈艳，等 . 慢性肾脏病非透析患者自我感受负

担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6，22（12）：
1694-1697.DOI：10.3760/cma.j.issn.1674-2907.2016.12.016.

［20］SURI R S，LARIVE B，GARG A X，et al.Burden on caregivers

as perceived by hemodialysis patients in the Frequent Hemodialysis

Network（FHN）trials［J］.Nephrol Dial Transplant，2011，26（7）：
2316-2322.DOI：10.1093/ndt/gfr007.

［21］GANZINI L，JOHNSTON W S.Correlates of suffering in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J］.Neurology，1999，52（7）：
1434-1440.

［22］王秋霞，刘丽红 . 老年 COPD 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及其影响因素

调查［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5，21（15）：1811-1813.
DOI：10.3760/cma.j.issn.1674-2907.2015.15.023.

［23］MCPHERSON C J，WILSON K G，MURRAY M A.Feeling like

a burden：exploring the perspectivesof patients at the end of life
［J］.Soc Sci Med，2007，64（2）：417-427.DOI：10.1016/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8年12月第26卷第12期

·15·

投稿网址：http：//www.syxnf.net

j.socscimed.2006.09.013.

［24］武燕燕，姜亚芳 . 癌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调查与分析［J］.
护 理 管 理 杂 志，2010，10（6）：405-407.DOI：10.3969/
j.issn.1671-315X.2010.06.011.

［37］KAPELLA M C，LARSON J L，PATEL M K，et al.Subjective

fatigue，influencing variables，and consequences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Nurs Res，2006，55（1）：
10-17.

［25］C H I Ò A ， G A U T H I E R A ， C A L V O A . C a r e g i v e r b u r d e n

［38］WILSON K G，GRAHAM I D，VIOLA R A，et al.Structured

Neurology，2005，64（10）：1780-1782.DOI：10.1212/01.

［J］.Can J Psychiatry，2004，49（6）：350-358.DOI：

and patients' perception of being a burden in ALS［J］.
WNL.0000162034.06268.37.

interview assessmentof symptoms and concerns in palliative care
10.1177/070674370404900603.

［26］刘亚丽 . 女性乳腺癌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抑郁及生活质量的相

［39］梁 英， 林 颖 . 健 康 教 育 对 老 年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患 者 自 我

［27］DIWAN S，HOUGHAM G W，SACHS G A.Strain experienced by

（11）：1036-1039，1055.DOI：10.16168/j.cnki.issn.1002-

from the Palliative Excellence in Alzheimer Care Efforts（PEACE）

［40］王育林，高静，杨静，等 . 延续护理对 COPD 患者自我效能和

关性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6.

caregivers of dementia patients receiving palliative care：findings

Program［J］.J Palliat Med，2004，7（6）：797-807.DOI：
10.1089/jpm.2004.7.797.

［28］MORITA T，SAKAGUCHI Y，HIRAI K，et al.Desire for death
and requests to hasten death of Japanese terminally ill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specialized inpatient palliative care［J］.J Pain
Symptom Manage，2004，27（1）：44-52.

［29］SIMMONS L A.Self-perceived burden in cancer patients：validation

of the 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J］.Cancer Nms，2007，30（5）
：
405-411.DOI：10.1097/01.NCC.0000290816.37442.af.

［30］蒋方圆 . 乳腺癌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及影响因素分析［J］. 当代
护士（下旬刊），2017（11）：22-24.

［31］李倩茹，周郁秋，邹继华，等 . 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对急性加

重期 COPD 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影响的简单效应分析［J］. 护理
学报，2016，23（3）：1-4.DOI：10.16460/j.issn1008-9969.
2016.03.001.

［32］贺捷，蒋维连 . 居家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家庭照顾者负担体验的
质 性 研 究［J］. 解 放 军 护 理 杂 志，2016，33（1）：26-28，
43.DOI：10.3969/j.issn.1008-9993.2016.01.007.

［33］杨娅娟，李惠萍，苏丹，等 . 癌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社会支

持及生命质量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2014，17（1）：

感受负担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 中国健康教育，2016，32
9982.2016.11.021.

焦虑抑郁的影响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J］. 护理学报，2015，
22（23）：34-40.DOI：10.16460/j.issn1008-9969.2015.23.034.

［41］刘燕南，张艳枚 . 延续性护理模式对老年 COPD 患者自我感受

负 担 的 干 预 效 果［J］. 保 健 文 汇，2016，6（6）：142，180.
DOI：10.3969/j.issn.1671-5217.2016.06.167.

［42］许少英，余田桂，钱冬霞，等 . 动机访谈及心理行为干预对老

年 COPD 病人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J］. 全科护理，2015，13
（6）：502-504.DOI：10.3969/j.issn.1674-4748.2015.06.010.

［43］王霞，陆萍静，淮盼盼，等 . 动机性访谈技术的培训及应用进

展［J］. 中 国 实 用 护 理 杂 志，2013，29（16）：51-53.DOI：
10.3760/cma.j.issn.1672-7088.2013.16.024.

［44］魏小清，王永兵，黄美训 . 功能性便秘心理行为干预的研究
进 展［J］. 全 科 护 理，2013，11（14）：1319-1321.DOI：
10.3969/j.issn.1674-4748.2013.14.049.

［45］余 田 桂， 许 少 英， 李 瑞 金， 等 . 家 属 同 期 护 理 干 预 对 老 年

COPD 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2014，35（4）：601-603.

［46］梁敏余，陈沁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应对体
验［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6，36（22）：5707-5709.DOI：
10.3969/j.issn.1005-9202.2016.22.100.

94-97.DOI：10.3969/j.issn.1007-9572.2014.01.029.

［47］郑鑫磊 . 推拿结合情志疗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观

疾病患者正念水平与自我感受负担及预后的关系研究［J］. 实

［48］支琴，蒋盛熠，姚昌杰 . 情志相胜疗法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

［34］李佳宁，郭霞，赵雅宁，等 . 老年肺结核合并慢性阻塞性肺
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5，23（3）：19-21.DOI：10.3969/
j.issn.1008-5971.2015.03.006.

［35］RYAN R M，DECI E L.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social development，and wellbeing［J］.Am Psychol，2000，55（1）：68-78.

［36］邓国金，钟清玲，颜新萍，等 . 中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疲劳与自我感受负担的相关性［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
32（20）：4486-4488.DOI：10.3969/j.issn.1005-9202.2012.20.060.

察［D］. 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3.

中的应用［J］. 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2017，3（2）：
69-71.DOI：10.11997/nitcwm.201702021.

［49］赵川丽 . 子午流注择时五行音乐疗法对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

的 影 响［J］. 光 明 中 医，2018，33（1）：4-6.DOI：10.3969/
j.issn.1003-8914.2018.01.002.

（收稿日期：2018-08-24；修回日期：2018-12-16）
（本文编辑：谢武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