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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康复护理应用于急性脑梗死伴抑郁症状患者中的临床效果研究

舒亚梅 、 王秀容 、 喻　明 、 李建华 、 漆　建

【摘要】目的　研究急性脑梗死伴抑郁症状患者应用综合康复护理的临床效果研究。方法　选取

我院从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5 月收治的脑梗死患者 10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00 例脑梗死患

者分为观察组（50 例）和对照组（5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观察组采取综合康复

护理进行干预，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与生活质量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在实施护理前 HAMA、HAMD 以及生活质量评估组

间无明显差异（P> 0.05）；护理结束后观察统计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观察组为 100.00％，对照组

为 92.00％，两组进行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在护理后 HAMA、HAMD 评分较护

理前均降低，且生活质量优于护理前，且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的 HAMA 评分

与 HAMD 评分在护理后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均

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脑梗死患者经过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后，患者

的护理满意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且负性情绪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得到了进步，

因此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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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depression　  
 SHU Yamei， WANG Xiurong， Yu Ming， et al. Suining Central Hospital in Sichuan Province， Suining 6290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

farction and depression. Methods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4 to 2015 may，a total of 10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using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100 cas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divided into obser-

vation group （50 cases）and control group （5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methods of nurs-

ing care，observation group adopt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compared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HAMA score and life quality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of statistic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satisfaction rate of nursing care，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00.00％，control group was 92％，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in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score of HAMA and HAMD score 

in nursing were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nursing quality of life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fter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patients nursing satis-

faction rat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negative emot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the patient's psycho-

logical bearing capacity improved. Therefore，it is worth further promotion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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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脑梗死对老年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

胁，常导致患者发生偏瘫以及失语等功能障碍，且

致残率极高，严重者甚至导致死亡，部分患者还伴

有紧张、焦虑以及恐惧等负性情绪的发生［1-2］。老年

脑梗死患者长时间感觉以及运动发生异常，常导致

抑郁情绪的发生，而这些是脑梗死患者发生情绪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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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常见的症状，造成脑梗死病情的加重并增加其发

生率，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从而导致疾病的进一

步发展，给临床的治疗以及护理中带来了很大的麻

烦［3］。本文旨在研究急性脑梗死伴抑郁症状患者应

用综合康复护理的临床效果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我院从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5 月收治的脑梗死患者 100
例，病例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均经 CT 与 MRI

证实为脑梗死；（2）患者没有意识障碍等情况的发

生；（3）肝肾功能均正常［4］。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

同意参与本次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

经过医院伦理批准。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00 例脑

梗死患者分为观察组（50 例）和对照组（50 例）；对

照组男 31 例，女 19 例，年龄 55~72 岁，平均年龄

（65.8±7.9）岁；观察组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

53~75 岁，平均年龄（66.2±7.6）岁。两组患者的年

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实行常规护理进行护理。观察在此基础

上实行综合康复护理，主要包括：（1）日常生活能

力的训练：根据患者的生活习惯以及生活特点进行制

定有效的计划，对其生活能力进行评估，比如更衣、

个人卫生以及饮食，在更衣的的时候可以让患者自

己先穿健侧手衣服，然后利用健侧手的帮助来完成

患侧，由简单的事情开始，循序渐进，这不仅提高

了患者的锻炼能力，也提高了患者的自理能力，减

少患者的依赖性；（2）认知功能的训练：在康复期可

以让患者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每天定时的为患者

播放半个小时的音乐，并指导家属多与患者进行沟

通与交流，通过语言等沟通对患者的躯体功能进行

一定的刺激来提高患者的环境辨认能力以及觉醒能

力，在后期还可以对患者的注意力和思维能力等进

行一定的训练，比如可以每天呼喊患者的名字，让

患者自己来做出反应，和患者多聊一些关于家庭的

事情，将日常生活的训练融入其中；（3）心理康复：

由于发病的急性期，患者大多数会发生角色冲突，

难以接受肢体功能的变换，从而出现一系列的焦虑

抑郁等心理反应，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了解患

者的心理活动以及抑郁的高危因素，制定针对性的

护理措施方案。加强与患者家属的沟通，热情的对

待患者，根据其年龄等选择合适的称号，让患者觉

得有亲切感，另外，可知道同一病室的病人进行交

流，对于患者的需求与需要尽量满足，让他们觉得

不那么孤独与寂寞，以缓解抑郁等不良情绪。采取

适当的语言进行沟通，对于一些情绪激动的患者可

以安抚其情绪，告知其不良的情绪会影响疾病的康

复，从患者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让患者觉得是在

为他好与为他着想，及时发现患者的不良心理反应

并及时疏导，多鼓励患者来增加患者的治疗信心，

并让患者能够积极的配合并参与在治疗中。两组患

者均在入院后五天进行护理，护理人员为 30 人，持

续进行四周的康复护理。

1.3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项版本评分）、生活质量采取健康调查量表（SF-36）

进行评估。其中健康调查量表（SF-36）：反映患者

的生活质量。有 36 个条目含 6 个维度，每个维度含

2～10 个条目，包括健康感、躯体功能、角色功能、

认知水平、情感功能、社会功能 6 个因子每个因子

为 0～100 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好。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为他评量表，对患者进行评分，分值越高代表焦虑

或者抑郁的程度越严重［5-6］。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的比较

观察统计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观察组为

100.00％，对照组为 92.00％，两组进行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50 28（56.00） 22（44.00） 0（0.00） 50（100.00）*

对照组 50 26（52.00） 20（40.00） 4（8.00） 46（92.00）

χ2值 4.167

P 值 0.041

注：与对照组比较，*P 均<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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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在实施护理前 HAMA、HAMD 评分

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在护理后 HAMA、

HAMD 评分较护理前均降低，且上述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护理后的 HAMA 评分

与 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 SF-36 评分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在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后，两组

SF-36 评分均升高，且观察组的 SF-36 健康调查量

表各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上述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HAMA评分与HAMD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例数
HAMA评分 HAMD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0 36.1±8.6 23.6±6.2* 28.2±6.3 20.5±5.2*

对照组 50 36.6±8.7 27.1±7.2 29.1±6.2 25.1±6.4

t 值 - 0.289 2.605 0.619 3.944

P 值 - 0.773 0.011 0.473 0.0002

注：与对照组比较，*P 均<0.05.

表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比较（x±s，分）

组别
健康感觉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认知水平 情感功能 社会功能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1.2±6.8 61.2±7.5* 50.5±8.3 62.5±9.6* 53.5±7.8 68.9±7.7* 54.7±8.2 71.2±8.3* 57.3±6.8 73.6±9.6* 57.3±6.8 71.5±7.6*

对照组 51.5±6.6 56.7±6.3 50.9±8.6 54.1±7.5 54.1±7.6 59.3±6.8 55.1±7.9 62.7±7.5 57.1±6.5 63.4±8.3 58.7±7.2 63.8±8.5

t 值 0.224 3.429 0.237 4.876 0.389 6.608 0.248 5.373 0.150 5.683 0.437 4.775

P 值 0.823 0.002 0.813 0.000 0.698 0.000 0.804 0.000 0.881 0.000 0.663 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 均<0.05.

3　讨论

脑梗死患者常见于老年人，是临床上常见的一

种疾病，且具有发病急病情变化快的特点。患者的

情绪常出现异常，即表现为负性情绪，这对临床的

治疗以及护理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7］。脑梗死合并

抑郁患者可出现表情淡漠，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

趣，且认知功能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病情严重

者甚至可出现自杀等倾向［8］。

综合康复护理干预是整体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体现人性化的重要表现，帮助患者树立信心，

减轻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这也是单纯通过药物治

疗所无法实现的［9］。脑梗死患者由于本身的症状可

以导致其语言、运动等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对生活

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综合康复护理可促进疾病的

康复，并有效控制患者的负性情绪，在脑梗死伴抑

郁患者的康复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采取有效的

综合护理干预，对脑梗死患者对疾病有正确的认识，

保持乐观的态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护理干预后观察组的护理满

意率、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生活质量均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脑梗死

患者的具有偏瘫、语言障碍等临床症状，在治疗上

给家庭带来了严重的负担，正确的康复指导以及心

理疏导具有重要意义。综合康复护理在脑梗死患者

的康复以及预后具有关键作用。脑梗死的患者由于

脑组织损伤，均具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缺损，进

一步发展成心理障碍。患者由于情绪的变化在治疗

上不能积极的配合，因此心理指导是患者综合康复

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结果表明［10］，脑梗死合并

抑郁的患者主要发病原因是由于脑梗死会损伤大脑

皮层的交感一肾上腺轴，而大脑皮层的交感一肾上

腺轴对于人情感的作用具有调节作用。另有临床研

究表明［11］，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可缓解脑梗死患者抑

郁等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综合康复护理通过

家庭支持以及健康教育等行为的干预为基础，对患

者进行暗示治疗来达到减轻负性情绪以及提高康复

依从性的目的［12］。本研究结果提示经过综合康复护

理干预具有明显的辅助作用，这可能是由于综合康

复护理在临床的应用中与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使

患者对医护人员产生信任感，对于疾病的恢复与转

归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有利于提高患者的健康

水平。而经过综合康复护理干预后患者的焦虑抑郁、

生活质量等评分均由于常规护理，这可能与在患者

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并通过家庭支持等对患者

进行的一系列护理措施进一步减少患者的负性情绪

有关。在护理的过程中充分调动家属的积极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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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家属如何照顾患者，如何开导患者与减少患者的

落寞感，帮助其树立起治疗的信心。良好的护患关

系能够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配合，也能改善患者对

护理人员排斥的心理想法，这种不良情绪减少并处

于稳定状态时，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得到了相应

的提高；加上家属的关心，患者的思想顾虑也减轻了

很多，使之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

综上所述，脑梗死患者经过综合康复护理干预

后，患者的护理满意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且负性

情绪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得到

了进步。从整体水平上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促

进患者疾病的转归，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此值

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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