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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居民焦虑水平
与中医护理需求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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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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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下居民焦虑水平及对中医护理需求的现状，并探讨两者的关系，为进一步

维护居民心理健康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560 名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平台，采用自制一般资

料调查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中医护理需求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二者的相关性。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 552 份，
GAD-7 总评分为（11. 04±3. 72）分，
各条目平均分为（1. 58±0. 53）分，
无焦虑症状 328 人（59. 4%），
轻度焦

虑 180 人（32. 6%），中度焦虑 33 人（6. 0%），重度焦虑 11 人（2. 0%）；居民对中医护理需求情况中，需求总评分为（21. 59±7. 92）
分，中医疾病知识需求［（2. 90±1. 15）分］、中医膳食护理需求［（2. 82±1. 13）分］为居民主要护理需求。疫情下居民中医护理需
求调查问卷各条目评分及总评分与 GAD-7 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 240～0. 331，P 均<0. 01）。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

民普遍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中医护理需求程度增加，居民焦虑水平与中医护理需求具有相关性。
【关键词】 新冠肺炎；居民；焦虑水平；中医护理
微信扫描二维码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听独家语音释文
与作者在线交流

中图分类号：R749. 4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1886/scjsws20201013002

Correlation between anxiety level of residents and nee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Ren Huihui1，Zhong Qin1，Yang Fang1，Jiang Shilan1，Tan Zihao2，Liu Jianjun1*

（1. School of Nursing，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Nanchang 330004，China；

2.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Zhengzhou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Zhengzhou 450000，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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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nxiety level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nursing

needs among resident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an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maintaining their mental health. Methods

A total of 560 residents were recruit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and the

selected individuals completed three questionnaires based on online platform， including self-designed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and TCM nursing needs questionnaire. The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xiety level and TCM nursing needs was analyzed by Spearman correlation test. Results

A total of 55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of GAD-7 showed that the total score was（11. 04±3. 72），and average score of each item was（1. 58±0. 53）.

There were 328 cases（59. 4%）without anxiety symptoms，180 cases（32. 6%）with mild anxiety，33 cases（6. 0%）with moderate
anxiety，and 11 cases（2. 0%）with severe anxiety. The analysis of TCM nursing needs questionnaire showed that the total score was

（21. 59±7. 92），and dominated by the needs of medical knowledge（2. 90±1. 15）and TCM dietary care（2. 82±1. 13）. The item
score and total score of TCM nursing needs questionnaire of resident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AD-7 total score（r=0. 240~0. 331，P<0. 01）. Conclusion

Residents suffer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anxiety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and TCM nursing needs is on the rise，indicating that the anxiety level of residents is correlated with the needs of TCM nursing.
【Keywords】 COVID-19；Residents；Anxiety level；TCM nursing

自新冠肺炎（COVID-19）发生以来，因其突发
性快、潜伏期长、传染性强，使疫情迅速波及全球，
基金项目：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0 年校级“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项
目（项目名称：心灵郎中——新冠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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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的生产经济、人们的生理状况、心理健康造
成了极大影响［1］。研究指出，疫情带来的不仅是生
命财产的安全问题，更严重的是长期的心理创伤。
因此，需对疫情防控过程中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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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高度关注［2-3］。目前针对新冠肺炎尚无有效的抗
病毒治疗药物，治疗方案多以缓解症状、预防继发
感染、减少并发症发生等对症治疗为主。研究者充
分发挥中医护理“护未病”指导思想，未病先防，已
病防变，在疫情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已取得一定的
疗效［4-5］。但目前关于中医类治疗新冠肺炎的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于中药及中医技术对新冠肺炎的治疗
功效，
而针对居民对中医需求程度调研的研究较少，
且
尚缺乏居民心理健康状况与中医护理需求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居民为研究对象，
调查居
民焦虑水平及其对中医护理需求现状，
并探讨二者的
关系，
为后续采取有效干预措施、
进一步维护居民身心
健康、
发展中医护理服务提供参考。

1
1. 1

对象与方法
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方法，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5 月

1. 3

调查方法
以网络调查问卷方式使用问卷星平台进行问

卷调查。借助微信、QQ 等，以课题团队自主研发公

众号——心灵郎中为依托，对居民发放调查问卷。
为确保问卷数据有效性，各条目均设为必答项，且

同一 IP 地址只能作答一次。问卷不涉及隐私内容，
对所有问卷内容遵循保密原则。网络问卷后台自
动监测每份问卷的答题时长，作答时长低于 100 秒
的答卷作废。
1. 4

统计方法
采 用 SPSS 22. 0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 计 数 资 料 以

［n（%）］表示，计量资料以（xˉ±s）表示，居民焦虑水

平与中医护理需求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相关。
检验水准 α=0. 05。

2

结

果

30 日 选 取 560 名 居 民 作 为 研 究 对 象 。 纳 入 标 准 ：

2. 1

共发放问卷 5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52 份，有效问卷

人（62. 1%）；年龄：≤18 岁 21 人（3. 8%），19~39 岁 314

①年龄≥18 岁；②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此次调研。
回收率为 98. 6%。
1. 2

调查工具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居民的性别、年

龄、所在省份等基本信息。

采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评定居民焦虑程度，该量表

居民一般资料
552 名 居 民 中 ，男 性 209 人（37. 9%），女 性 343

人（56. 9%），40~59 岁 201 人（36. 4%），≥60 岁 16 人

（2. 9%）；江 西 省 170 人（30. 8%），河 南 省 149 人
（27. 0%），四 川 省 54 人（9. 8%），江 苏 省 48 人
（8. 7%），其余各省市 131 人（23. 7%）。
2. 2

居民焦虑水平
552 名居民 GAD-7 总评分为（11. 04±3. 72）分，

共 7 个条目，根据不同焦虑症状出现频率，使用 0~3

各条目平均分为（1. 58±0. 53）分。其中无焦虑症状

无焦虑症状，5~9 分为轻度焦虑，10~13 分为中度焦

焦 虑 33 人（6. 0%），重 度 焦 虑 11 人（2. 0%）。 居 民

分 4 级评分。总评分为 21 分，GAD-7 总评分<5 分为

虑 ，≥14 分 为 重 度 焦 虑 。 该 量 表 内 部 一 致 性 Cron‑
bach’s α 系数为 0. 93，所有条目的因子载荷矩阵系

者 328 人（59. 4%），轻度焦虑 180 人（32. 6%），中度
GAD-7 各条目评分见表 1。
表1

数均>0. 78，具有较好的信效度［6］。

GAD-7 条目

采用中医护理需求调查问卷对新冠肺炎疫情

居民 GAD-7 评分（x±s，分）

感到紧张、焦虑

期间居民对中医护理的需求程度进行调查。该问

易被激怒

卷共 8 个条目，为中医心理调摄指导、养生康复护理

害怕被病毒感染
担心很多事情

指导、中医用药护理指导、中医膳食护理指导、生活

疲劳，坐不住

起居护理指导、中医护理技术指导、中医康复运动

不能控制的担心

指导、中医疾病知识指导。每个条目均采用李科特

很难放松

评分（分）
1. 64±0. 62
1. 44±0. 64
1. 81±0. 74
1. 72±0. 73
1. 50±0. 66
1. 46±0. 84
1. 47±0. 65

5 级计分法，0~4 分分别对应“不需要”
“ 无所谓”
“有

注：GAD-7，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

为需求总评分，总评分越高，表明居民对中医护理

2. 3

数为 0. 96，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7. 92）分，居民对中医护理的需求由高到低依次为：

一点需要”
“ 需要”
“ 非常需要”。各条目累计得分即
需求程度越高。该问卷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系

居民对中医护理的需求情况
居民中医护理需求调查问卷总评分为（21. 5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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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疾病知识需求、中医膳食护理需求、中医康复

本研究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中医

运动需求、中医护理技术需求、中医用药护理需求、

护理需求相对较高，对中医疾病知识及膳食护理的

养生康复护理需求、生活起居护理需求、中医心理

需求较为突出。当发生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

调摄需求。各条目评分见表 2。
表2

居民中医护理需求调查问卷评分（x±s，分）

条

目

中医心理调摄需求

效果较好有关［14-15］。居民对中医膳食护理需求较

2. 56±1. 09

高，一方面是因为中医治疗新冠肺炎有效，可能还
与疫情下居民活动受限、有更多时间关注日常生活

2. 66±1. 10

中医用药护理需求

饮食有关，通过中医疾病知识指导和中医膳食护理

2. 82±1. 13

中医膳食护理需求
生活起居护理需求
中医护理技术需求
中医康复运动需求
中医疾病知识需求

冠肺炎病例的呼吸系统症状及治愈肺源性病灶的

评分（分）
2. 66±1. 10

养生康复护理需求

2. 4

居民需要中医相关的知识，可能与中医药在缓解新

2. 64±1. 10

指导，正确了解身心疾病、调达脏腑机能，从而有利

2. 68±1. 08

本研究中，新冠肺炎疫情下居民中医护理需求

2. 67±1. 11

于实现早期预防、早期诊断、早期治疗［16］。

2. 90±1. 15

问卷的各条目评分及总评分与 GAD-7 总评分均呈

居民焦虑水平与中医护理需求的相关性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疫情下居民中

正相关（r＝0. 240～0. 331，P 均<0. 01），但相关系数

不高，可能与调查对象样本量较小及两者间存在其
他中介影响因素有关。疫情下居民焦虑水平增加，

医护理需求调查问卷各条目评分及总评分与 GAD-7

因中医药治疗效果突出，大众希望得到中医护理，

见表 3。

医推拿、艾灸等中医技能可能有助于调摄身心，使

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 240～0. 331，P 均<0. 01）。
表3

项

中医心理调摄需求

r
GAD-7 总评分

养生康复护理需求
中医用药护理需求
中医膳食护理需求
生活起居护理需求
中医护理技术需求
中医康复运动需求
中医疾病知识需求
总评分
注：GAD-7，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

3

讨

居民获得健康状态［17-18］。因此，可加大中医护理宣

居民焦虑水平与中医护理需求的相关性
目

P

讲力度，适时开展中医护理知识宣讲及技能培训，
通过政府引导、社区执行，引导居民拥有健康的心

0. 292

<0. 01

0. 269

<0. 01

加，居民焦虑水平与中医护理需求程度呈正相关。

<0. 01

本研究不足之处：①本研究数据采集仅限于部分地

区，样本量相对较少，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倚；

<0. 01

②以网络问卷形式进行调研，由居民自己完成，不

<0. 01

局限性。今后还需进一步增加样本，开展多中心研

0. 268
0. 295
0. 248
0. 240
0. 247
0. 292
0. 331

<0. 01
<0. 01
<0. 01
<0. 01

论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居 民 GAD-7 总 评 分 为

（11. 04±3. 72）分，提示居民的焦虑状况处于中等水

平，与刘环宇等［7］研究结果一致。在大众传媒时代，
居民可借助手机、报刊等渠道迅速了解新冠肺炎疫
情发展情况，且感染患者的真实案例对居民产生严
重影响［8-9］。其次，在疫情爆发的最初阶段，居民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做好居家隔离，少出门不出门，已
成为每个家庭常态，然而在长达数月的抗疫期间，
居民新鲜感、审美感已出现倦怠，在众多因素影响
下，居民焦虑和抑郁情绪频频出现［10-11］。再者，新冠
肺炎的传染性强、传播范围广等特点，使居民出现恐
慌、
担心等一系列心理问题，
进而降低生活质量［12-13］。
32

其中，居民对中医心理调摄护理需求位居前列，中

理状态［19-21］。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焦虑程度增

同年龄阶段居民认知水平不同，结果可能会有一定
究，持续考察疫情下居民焦虑水平与中医护理需求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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