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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辅导对脑卒中患者心理、认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鸿远 1 、 张志宏 1 、 刘　波 1 、 马　瑞 1 、 李　强 1 、 李　晶 2

【摘要】目的　探讨认知行为干预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心理、认知功能及生活质量的改善效果。

方法　临床纳入我院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 106 例，按随机数字

表法进行分组，每组 53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认知行为辅

导。比较两组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简明精神状态量表（MMSE）、洛文斯顿认知功能评

定测验（LOTCA）以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ADL）的差异。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HAMD、MMSE、

LOTCA 各项评分及 ADL 评分均无差异（P> 0.05）；治疗后观察组 HAMD、MMSE、LOTCA 各项评分

及 ADL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认知行为干预对脑卒中患者抑郁情绪、认知功能及生

活质量改善效果明显，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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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on depression，cogni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LI Hongyuan，ZHANG Zhihong，LIU Bo，et al. Internal Medicine-Neurology，Jiuzhi hospital of 
Mian County，Hanzhong 72420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on depression，cogni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stroke patientswith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6 cases of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3 to January 2015 were collect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53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 （53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s，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 o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Loewenstein Occupational Therapy Cognitive Assessment Battery（LOTCA）

and Ability of Daily Life（ADL）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1）Before intervention，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score of HAMD，MMSE，LOTCA and ADL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2）After inter-

vention，the scores of HAMD，MMSE，LOTCA and AD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depression，

cogni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which should be worth widely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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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临床神经内科常见疾病，好发于中老

年人群，其发病率高且致残致死率高，是威胁中老

年人群生命安全的杀手之一。多数脑卒中患者在发

病后容易影响生活质量，易导致抑郁情绪的出现［1-2］。

本文对我院脑卒中后抑郁患者进行认知行为治疗，

探讨认知行为治疗对脑卒中患者抑郁情绪及生活质

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06 例研究对象均为我院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脑卒中患者纳入标准：①入组患者经

CT、MRI 等检查均符合脑卒中诊断标准［3］。②入组

患者均符合 CCMD-3 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②均为

首发脑卒中；③入组患者均自愿参加本次研究并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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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意识障碍、情感障碍等精

神异常患者；②合并心、肝、肾等其他严重疾病者。

本研究已经通过我院伦理机构的审批。将 106 例患

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3
例患者。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36 例，女性患者 17 例，

年龄 41～79 岁，平均年龄（62.8±5.1）岁。卒中类

型：脑出血 11 例，脑梗死 42 例。文化程度：小学及

以下 19 例，中学 22 例，大学及以上 12 例。观察组

中男性患者 34 例，女性患者 19 例，年龄 42～76 岁，

平均年龄（61.6±4.8）岁。卒中类型：脑出血 10 例，

脑梗死 43 例。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16 例，中学 24
例，大学及以上 13 例。两组患者上述一般资料差别

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内科治疗，包括吸氧、抗

凝、溶栓、输液等治疗。观察组在上述基础上给予

为期 8 周的认知行为干预，每周一次，一次 60 分钟。

内容包括：①健康教育：向患者介绍脑卒中的发生原

因及注意事项，劝导患者戒烟戒酒，改善不良生活

习惯，对治疗的过程、结果进行详细解释，引导患

者积极配合治疗。②行为干预：积极倾听患者的问

题，与患者积极交流，向患者介绍有助于病情恢复

的干预措施，如深呼吸训练、肢体功能训练等。③

心理干预：对患者积极进行心理干预，疏导患者心

理，消除不良心理情绪，促进患者恢复战胜疾病的

信心。④家属指导：对家属进行教育指导，指导家属

多陪伴患者，以及监督患者日常生活，让家属了解

疾病注意事项，帮助患者共同渡过难关。

1.3　评价标准

采用量表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抑郁情绪、认

知功能、生活质量情况。①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17 项）评估患者抑郁情况［4］。正常：＜ 7
分；轻度抑郁：7～17 分；中度抑郁：17～24 分；重度

抑郁：＞ 24 分。②采用简明精神状态量表（MMSE）

对患者认知损害程度进行筛查 ［5］，正常：27～30 分；

轻度障碍：21～26 分；中度障碍：10～20 分；重度

障碍：0～9 分。③采用洛文斯顿认知功能评定测验

（LOTCA）评估患者认知功能，包括定向力、知觉、

视运动组织、思维运作以及注意与集中 5 个方面。

定向力总分 16 分、知觉总分 40 分、视运动组织总

分 28 分、思维运作总分 31 分、注意与集中总分 4
分，分值越高，功能越好。④采用日常生活能力评

分（ADL）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6］，正常：100 分；轻

度依赖：61～99 分；中度依赖：41～60 分；重度依赖：

21～40 分；完全依赖：＜ 20 分。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 t 检验，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HAMD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HAMD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均较前改

善（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 HAMD 评分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3 24.2±5.2 20.6±3.4*

观察组 53 24.1±5.3 13.1±4.6*

t 0.098 9.545

P P>0.05 P<0.05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认知功能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LOTCA 各项评分及 MMSE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

者的 LOTCA 各项评分及 MMSE 评分较前均改善

（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各项评分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见表 2，3）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LOTCA评分比较（x±s，分）

定向力 知觉 视运动组织 思维运作 注意与集中

对照组（n=53） 干预前 6.2±1.4 21.4±4.8 11.6±2.8 16.3±4.9 1.1±0.4

干预后 8.3±1.6* 25.1±5.3* 14.8±3.3* 19.1±5.3* 1.7±0.4*

观察组（n=53） 干预前 6.1±1.2 21.6±4.2 10.9±2.5 16.1±4.6 1.2±0.3

干预后 11.5±2.1*# 29.4±5.2*# 18.7±3.6*# 23.4±5.2*# 2.3±0.8*#

注：与干预后的对照组比较，#P<0.05；与干预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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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MMSE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3 16.6±5.1 20.2±5.6*

观察组 53 16.4±4.9 24.8±5.4*

t 0.206 4.305
P P>0.05 P<0.05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估情况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均较

前有所改善（P<0.05），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

者生活质量评估情况改善明显（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3 52.8±6.9 59.7±8.4*

观察组 53 53.1±6.5 68.6±10.1*

t 0.230 4.932
P P>0.05 P<0.05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3　讨论

目前我国老龄化情况加剧，随着人们生活习惯

及饮食习惯的不断改变，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中老

年人群的好发疾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7］。

脑卒中是脑血管疾病最常见的一种，分为脑出血和

脑梗死，而不管何种类型的脑卒中均会引起脑组织

损伤，导致神经功能缺失，引起各种临床症状。目

前脑卒中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多数学者认为

脑卒中的发生与 5- 羟色胺以及去甲肾上腺素降低有

关［8-9］。在多数病例中发现，由于疾病本身及经济、

社会支持因素等的影响，脑卒中患者容易合并心理

疾病，尤其是抑郁症。如何防止脑卒中患者抑郁症

的发生及改善患者抑郁情绪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以往对于脑卒中患者的抑郁情绪往往是给予药物

治疗，从而达到缓解或消除患者抑郁情绪的效果；但

同时也发现，药物治疗可能会导致副作用的发生，对

于脑卒中患者而言长期的抗抑郁药物治疗往往效果不

够理想［10-11］。如今随着康复医学的不断发展，有学者

发现，在脑卒中患者常规治疗的同时给予认知行为治

疗不仅可起到锻炼患者认知能力的效果，也能促进患

者参与到治疗环节中，提高疾病被治愈的信心，促

进患者恢复［12］。本文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认知

行为治疗，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HAMD、

MMSE、ALD 和 LOTCA 各项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表明常规治疗联合认知行为干预治疗可以

有效改善患者的抑郁情绪和认知功能，同时使患者的

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此结果与目前已有研究结果相

符［13，14］。综上所述，认知行为干预是符合患者需求的

治疗方法，不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改善抑郁情绪，

也可促进患者认知功能的恢复，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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