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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三线放松疗法对缓解护生心理压力的有效性及可行性ꎬ为改善护生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ꎮ 方

法　 将上海海军军医大学一年级 ２２４ 名护生随机分成两组ꎬ对照组进行常规心理健康教育ꎬ干预组在常规心理健康教育的

基础上进行为期 １２ 周的三线放松疗法训练ꎮ 干预前后分别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进行评定ꎬ采
用 ｔ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ꎮ 结果　 干预后 ４ 周两组的焦虑抑郁得分与干预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干预组在

１２ 周时焦虑、抑郁得分低于干预前( ｔ 值分别为 ３.６２ꎬ２.８４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ꎬ而对照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５４ꎬ－０.５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 ４ 周、１２ 周时ꎬ干预组的焦虑、抑郁得分均低于干预前(Ｆ 值分别为 ７.３１ꎬ０.２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ꎬ对照组干预 ４ 周、１２ 周时ꎬ焦虑、抑郁得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三线放松疗法对

缓解护生的心理压力作用显著ꎬ值得推广ꎮ
【关键词】 　 压力ꎻ精神卫生ꎻ干预性研究ꎻ团体处理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Ｇ ４４４　 Ｂ ８４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７￣１０４０￣０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ｌｉｎ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ＺＨＡＯ Ｘｉｕｈｅ∗  ＳＵＮ Ｊｉｎｈａｉ ＪＩＡ Ｓｈｏｕｍｅｉ ＣＨＥＮ Ｙｕ ＰＥＮＧ Ｙｉｈｕ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ａｖ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ｌｉｎ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ｎ￣
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２４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ｒｅｅ￣ｌｉｎ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１２ ｗｅｅｋ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ｌｙ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ＰＨＥ.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Ｓ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ＳＤ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 ４￣ｗｅｅｋ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ＳＡＳ ａｎｄ ＳＤ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Ｐ>０.０５ . Ａｆｔｅｒ １２￣ｗｅｅｋ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ＡＳ ａｎｄ ＳＤＳ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Ｐ<０.０１ . Ａｆｔｅｒ １２￣
ｗｅｅｋ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ＳＡＳ ａｎｄ Ｓ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ｂｏｔｈ Ｐ>０.０５ . Ａｆｔｅｒ ４￣
ａｎｄ １２￣ｗｅｅｋ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ＳＡＳ ａｎｄ ＳＤ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ｒｅｅ￣ｌｉｎ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教育部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纲要»中明确指出在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的要求[１] ꎮ 中专护理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是心理

和生理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ꎮ 由于受到学习方式、家
庭背景、社会风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ꎬ学生的青春期

(１３ ~ ２３ 岁) 为焦虑的多发期[２－３] ꎮ 程永娟等[４] 调查

结果显示ꎬ 中职卫校 学 生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抑 郁

(６４.３％)和焦虑(３５.３％)ꎮ 三线放松法是一种以意念

配合调身、调息动作ꎬ使身体尽快恢复到相对安静状

态的主动放松手段[５] ꎮ 临床上各种放松训练的应用

在改善患者情绪和心理状况方面为心理护理提供了

良好的干预措施[６] ꎬ是一项用来减轻应激反应的有力

手段ꎮ 本文在中专护生中应用三线放松法训练进行

团体干预ꎬ分析其对缓解护生心理压力的有效性及可

行性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６ 年 １０—１２ 月ꎬ选取当年 ９ 月入学的

上海海军军医大学一年级所有护生共 ２２４ 名ꎬ均为女

生ꎬ年龄 １５ ~ １８ 岁ꎬ平均(１６.４６±０.５９)岁ꎬ其中双亲家

庭 １９６ 名ꎬ其他类型家庭 ２８ 名ꎮ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护生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ꎬ对照组 １０９ 例ꎬ干预组

１１５ 例ꎮ 干预组每周五下午集中在指定多媒体教室接

受三线放松疗法干预ꎮ 入组学生均签署本调查设计

０４０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第 ４０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７



的知情同意书ꎬ该研究通过海军军医大学伦理委员会

审核批准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焦虑自评量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ｙ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ＡＳ)由 Ｚｕｎｇ 于 １９７１ 年编制ꎬ共 ２０ 个项目[７] ꎮ
标准分 ５０ ~ ５９ 分为轻度焦虑ꎬ６０ ~ ６９ 分为中度焦虑ꎬ
６９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ꎻ抑郁自评量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ＤＳ)由 Ｚｕｎｇ 于 １９６５ 年编制ꎬ共 ２０ 个

项目[７] ꎮ 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率ꎬ
分没有或很少时间 ~ 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 ４ 个等级ꎬ
定向评分题依次计 １ ~ ４ 分ꎬ反向评分题依次计 ４ ~ １
分ꎮ ２０ 个项目得分相加得总粗分ꎬ经过换算成标准

分ꎮ 标准分 ５３ ~ ６２ 分为轻度抑郁ꎬ６３ ~ ７２ 分为中度抑

郁ꎬ７２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ꎮ
ＳＡＳ 与汉密顿抑郁量表 ( Ｈａｍｉｌｆｏｍ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ＨＡＭＡ) 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法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６２
(Ｐ< ０. ０１)ꎬ与 ＳＤＳ 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法的相关系数为

０.７０(Ｐ<０.０１)ꎬ表明 ＳＡＳ 的效度尚好[８] ꎮ
ＳＤＳ 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 ＣＥＳ －Ｄ) 在抑

郁病人中相关系数高达 ０.９ꎬ但对正常人群评定结果

的差异较大ꎬ刘贤臣等[９] 在正常人中得到的相关系数

为 ０.６０ꎮ ＳＤＳ 与 ＳＣＬ － ９０ 抑郁因子得分相关系数为

０.８４[１０] ꎬ表明 ＳＤＳ 具有较高的信效度ꎮ
１.２.２　 干预方案　 对照组进行常规的心理健康教育ꎬ
采用以心理健康课授课老师常规讲授和指导为主的

干预模式ꎮ 干预组由心理咨询师、班主任和心理辅导

员等成员组成的干预训练治疗团队ꎬ负责三线放松法

培训ꎮ 由接受统一培训的工作人员负责量表评定ꎮ
每周 １ 次ꎬ每次 １ ｈꎻ每次 ２０ ~ ３０ 人ꎬ共干预 １２ 周ꎮ 由

团队老师分批集中开展ꎬ在干预前ꎬ第 ４ 周、第 １２ 周干

预后 ４８ ｈ 内用 ＳＡＳꎬＳＤＳ 进行评定ꎮ
三线放松法是将身体分成两侧、前面、后面 ３ 条

线ꎬ９ 个放松点ꎬ４ 个止息点ꎬ自上而下依次进行放松ꎮ
每放松完 １ 条线ꎬ在一定部位的止息点轻轻意守一下ꎮ
第 １ 条线的止息点是中指ꎻ第 ２ 条线的止息点是大脚

趾ꎻ第 ３ 条线的止息点是前脚心ꎮ 当放松完 ３ 条线即

一个循环后ꎬ再把注意力集中在脐 (或另指定的部

位)ꎬ轻轻地意守该处ꎬ保持安静状态 ３ ~ ４ ｍｉｎꎮ 通常

每次练习 ２ ~ ３ 个循环ꎬ安静一下ꎬ然后结束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由专人建立数据库并录入和校对

数据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ꎬ
采用 ｔ 检验、χ２ 检验对干预前后抑郁和焦虑情况进行

比较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学生干预前抑郁焦虑情况 　 ２２４ 名护生总

体焦虑均分(标准分)为(４５.５２±９.４１)分ꎬ其中 １４８ 人

(６６.１％)无焦虑情绪ꎬ５７ 人(２５.４％)存在轻度焦虑情

绪ꎬ１９(８.５％) 人存在中度焦虑情绪ꎮ 总体抑郁均分

(标准分)为(４９.５８±１０.１４)分ꎬ其中 １３４ 人(５９.８％)无

抑郁情绪ꎬ７１ 人( ３１. ７％) 存在轻度抑郁情绪ꎬ１９ 人

(８.５％)存在中度抑郁情绪ꎮ
干预前干预组的焦虑抑郁情绪均分分别为(４４.３８

±９.１１)(４９.１５±９.３４)分ꎬ对照组分别为(４６.７１±９.６０)
(５０.０２±１０.９５)分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８６ꎬ－０.６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两组具有可比性ꎮ
２.２　 干预前和干预第 ４ꎬ１２ 周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得分

比较　 干预 ４ 周ꎬ两组焦虑抑郁情绪均分无明显变化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 ９６ꎬ０. ７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ꎻ干预 １２ 周后干预组焦虑、抑郁得分均低于干预

前( ｔ 值分别为 ３.６２ꎬ２.８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对照组得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０.５４ꎬ－０.５７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干预 ４ 周、１２ 周时ꎬ干预组的焦虑、抑郁情绪

均分均低于干预前(Ｆ 值分别为 ７.３１ꎬ３.９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对照组干预 ４ 周、１２ 周时ꎬ焦虑、抑郁情绪均

分与干预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Ｆ 值分别为

０.２３ꎬ０.１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护生干预前干预 ４ 周和 １２ 周焦虑抑郁情绪均分比较(ｘ±ｓ)

组别 时间 统计值 焦虑 抑郁
干预组 干预前 ４４.３８±９.１１ ４９.１５±９.３４
(ｎ ＝ １１５) 干预后 ４ 周 ４３.２７±８.４４ ４７.７１±８.６３

干预后 １２ 周 ４０.１３±８.７１ ４５.９９±７.４３
Ｆ 值 ７.３１ ３.９８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２

对照组 干预前 ４６.７１±９.６０ ５０.０２±１０.９５
(ｎ ＝ １０９) 干预后 ４ 周 ４６.６２±８.９４ ５０.３４±１０.７３

干预后 １２ 周 ４７.４０±９.０９ ５０.８３±１０.１４
Ｆ 值 ０.２３ ０.１６
Ｐ 值 ０.７９ ０.８５

２.３　 两组学生干预 １２ 周后抑郁焦虑检出率比较　 表

２ 显示干预组在干预 １２ 周后ꎬ焦虑抑郁的检出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Ｐ 值均<０.０１)ꎮ

表 ２　 干预组与对照组护生干预 １２ 周后焦虑抑郁情绪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焦虑

轻度 中度

抑郁

轻度 中度
干预组 １１５ １９(１６.５２) ０ ２３(２０.００) ０
对照组 １０９ ３９(３５.７８) ９(８.２６) ３６(３３.０３) １２(１１.０１)
χ２ 值 ２３.５６ ２１.００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３　 讨论

从研究结果结合访谈部分学生来看ꎬ护生的负性

情绪主要存在抑郁和焦虑情绪ꎬ引起这些心理状况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ꎬ综合为自身、人际关系和环境等因

素ꎮ 护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ꎬ心理发展呈现

出矛盾性和不平衡性ꎮ 青春期各系统快速发育成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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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心理的成熟远远滞后ꎮ 从发展的角度看ꎬ这种身心

的失衡产生的影响有成人感与幼稚性的矛盾、性的烦

恼和学习问题等[１１] ꎮ 本研究采用三线放松法结合团

队干预的模式对护生干预 １２ 周后ꎬ对照组轻度焦虑检

出率为 ３５.７８％、中度焦虑检出率为 ８.２６％ꎬ轻度抑郁

检出率为 ３３.０３％、中度抑郁检出率为 １１.０１％ꎬ干预组

焦虑抑郁的轻中度比例分别是 １６.５２％和 ２０.００％ꎬ取
得了预期效果ꎮ 龚世灵等[１２]指出ꎬ团体干预的形式提

供了交流的机会ꎬ增加安全感ꎬ有助于减轻不适感受ꎬ
协助调节负性情绪ꎮ

三线放松法原理主要是通过有意识地依次将身

体各部位放松ꎬ使周身之气能循经络路线运行畅通ꎬ
从而导引气血ꎬ起到安神、养心、疏肝解郁调理情绪的

作用ꎬ操作方法简单、没有副作用、训练者容易接受ꎬ
依从性好[１３] ꎮ 放松训练是一种自我调节技术ꎬ当身体

呈现出紧张状态时ꎬ会增加心理的压力ꎬ而当身体放

松时ꎬ会有助于压力的缓解[１４] ꎮ
本研究显示中专护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ꎬ

应及时进行干预ꎬ三线放松疗法对情绪状态具有明显

的干预效果ꎮ 干预 ４ 周、１２ 周时ꎬ干预组的焦虑、抑郁

得分均低于对照组ꎬ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后 ４ 周的

焦虑、抑郁得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干预组在 １２ 周时焦虑、抑郁得分低于干预前ꎬ说明干

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ꎬ而且干预时间越长效果越明

显ꎮ 徐东娥等[１５]研究也表明ꎬ干预后不同时间段缓解

压力的疗效有改善趋势ꎬ提示随着干预时间的延长效

果有累积效应ꎮ 学校可以纳入长期心理健康辅导课

的常规性活动ꎮ
本研究不足之处包括评定方法较简单ꎻ没有与抗

焦虑药物治疗效果的对照ꎬ观察例数偏少ꎬ未设计合

理的盲法ꎬ观察时间较短ꎬ长期疗效尚不能确定等ꎮ
为进一步完善三线放松疗法干预后的评估ꎬ如评估方

法使用一些客观生理性指标ꎬ使研究更具有科学性ꎬ
针对这些不足之处ꎬ进行长期的随访研究ꎬ设计更合

理的实验将是本研究的后续重要工作ꎮ

综上所述ꎬ本次试验性研究表明三线放松疗法可

显著缓解中专护生的心理压力ꎬ该方法取材和操作方

法简便ꎬ容易学习ꎬ无任何副作用ꎬ学生乐于接受ꎬ在
改善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中值得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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