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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和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

赵　睿 1 、 王笑忆 1 、 仵晓庆 1 、 桑文霞 1 、 张会仙 2

【摘要】目的　探讨脑卒中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分析综合护理干预对于此类患者精神心理状

态的改善效果。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2016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脑卒中患者 176 例作为本研

究对象，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症状自

评量表（SCL-90）以及脑卒中专用生活质量量表（SS-QOL）和功能独立性量表（FIM）来分析所研究

患者的精神状态及生活质量等。随机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88 例。研究组

给予综合性护理干预，对照组仅给予一般的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精神状态及生活质量等。

结果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的上述各项指标评分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经过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上述指标较护理前均改善（P< 0.05），且研究组患者的 PANSS、SAS、SDS、

SCL-90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而 SS-QOL、FIM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结论　脑卒中患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精神心理障碍，综合性护理干预能够明显改善患

者的精神心理状态，生活质量及躯体社会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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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and the effect of an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
tion on them　ZHAO Rui，WANG Xiaoyi，WU Xiaoqing， et al.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Electric Group 
Hospital，Xi'an 71007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and the effect of and com-

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m. Methods　17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were recrui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4 to January 2016. The scales of PANSS，SAS，SDS，SCL-90，SS-QOL and FIM for the evalu-

ation of the ment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all th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Then all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search group randomly，88 cases for each. The research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compre-

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mean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n com-

paring the  the ment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better than that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nwhile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PANSS、SAS、SDS and SCL-9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scores of SS-QOL and FIM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varying degrees of mental disorders existed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an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mental state，quality of life and both body and so-

cial function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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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临床中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可以由各

类因素所诱发，导致患者的颅内动脉狭窄、闭塞甚至

是出血，引起颅内的血液循环障碍。多数患者临床表

现为突发性的晕厥以及伴随出现的智力障碍、眼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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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瘫等［1］。有研究显示我国每年脑卒中患者可以达到

200 万，经过积极的救治，2/3 的患者可以存活，而一

半患者会留存程度不等的躯体功能障碍以及感知、语

言、认知以及记忆等方面的障碍［2］，很容易出现情绪

改变以及心理障碍，继而患者陷入焦虑抑郁中，导致

大多数患者不能积极配合治疗，生活质量不断下降，

加重患者的心理障碍，如此恶性循环，患者预后极

差［3］。可见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极其重要，及时适

当的护理措施，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改善心理障碍状

态，促进健康恢复，加强患者治疗信心。本研究针对

脑卒中患者所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采取针对性的综合

护理措施，分析对比护理干预前后的精神心理状态改

善效果，探究其临床价值，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将 2014 年 6
月～2016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脑卒中患者 176 例

作为本研究对象，均符合我国第四届的脑血管疾病

学术会议所通过的相关诊断标准，并且经过了 CT 以

及 MRI 的确诊，首次发病，伴有程度不等的四肢功

能障碍，但意识障碍、失认知、失语以及先前伴有

精神障碍者排除在外。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本项研

究，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

比如下，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一般情况 n 研究组 对照组 P
男/女（例） 176（92/84） 88（45/43） 88（47/41） >0.05
年龄（岁） - （63.1±9.6） （64.4±8.9） >0.05
病程（d） - 28.3±4.8 29.1±3.9 >0.05
文化程度

　小学 33 16 17
>0.05　初中 123 62 61

　高中及以上 20 10 10
左侧偏瘫 79 38 41

>0.05
右侧偏瘫 97 50 47
合并症*

　1种 105 50 55
>0.05　2种 39 24 15

　2种以上 32 14 18
脑卒中类型

　脑梗死 147 75 72
>0.05

　脑出血 29 13 16
注：表中的合并症*指的是冠心病、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等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案，主要包括患者入院

后的一般宣教、住院用药指导、床旁卫生护理、体

位摆放、心理宣教疏导以及相关的并发症预防和出

院健康指导。

研究组采取综合护理干预，包括针对性的心理

护理以及康复护理和饮食健康教育等。

1.2.1　充分调动家庭社会支持功能　脑卒中发

病所遗留下的躯体心理障碍会伴随着患者的一生，

后期的康复治疗会持续终身，这就需要家庭以及社

会的参与过程。等研究发现，护理工作者可以为患

者提供社会性帮助，加强患者的自尊心，强化患者

的被尊重、被支持意识以及增强满意度等主观性的

感受，改善低落情绪，提高应对能力，降低紧张情

绪［4］。再加上家人的精心陪护，使得患者在心理上

得到莫大的关注以及安慰。

1.2.2　满足正常需求，调整情绪　此类患者依

赖性比较高，要求也会比较多，依据需要层次论，

满足患者的各类需求，可以减少他们的消极情绪。

护理工作者需要认真的关注患者的平时生活言行举

止，不断加强患者对于他们的信任，降低心理压力，

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

1.2.3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促进沟通　良好

的护患关系以及沟通是临床中优质心理护理的前提，

并且也应该贯穿始终，注重护理工作中的语言以及

相关的技巧，尽量以治疗性的语言而不是打击性的

语言，注重表情、语言以及动作管理［5］。并且对于

老年人常见的健忘、絮叨，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态

度要温和，相处要诚心，只有互相知心才能互相信

任，帮助治疗过程的顺利进展。

1.2.4　做好心理疏导，去除紧张心理　针对老

年患者所出现的各种心理疾病，同时以足够的耐心

为患者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类问题，同时给予指导性

的意见建议，消除悲观情绪，克服紧张、自卑心理。

对于患者所取得的进步要及时给予表扬和激励，增

强战胜疾病的信心［6］。

1.2.5　进行认知干预，矫正情绪　老年患者经

常出现的病态行为以及情绪化，是可以通过认知功

能重建来改善的，行为再塑可以恢复正常的心理状

态，这主要包括自我观察、新的行为建立以及认知

功能的结构改变，护理工作者应该向患者以及家属

宣传疾病相关的先进治疗技术以及保健教育，指导

正确的求医以及后期康复训练，督导行为自我疗法，

如注意力转移、放松训练以及自我鼓励等降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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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使患者保持乐观的情绪，积极配合治疗。

1.2.6　康复训练护理　每天四肢的屈伸以及内

外旋训练，肌肉按摩，每次训练半小时，训练进展

依次是被动运动到主动运动；鼓励患者多语言沟通，

注意发音过程的由简单到复杂，要注重循序渐进，

同时还需要引导患者进行记忆训练，配合语言、认

知等功能进行综合性康复训练，制定个性化的护理

方案［7］，比如患者的语言肌肉训练，面部的颊肌以

及咽喉部的肌肉训练。

1.2.7　饮食健康教育　强调饮食管理，病情稳

定情况下给予高热量、低盐低脂饮食，保证清淡但

又富含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发放宣传手册，向患者以

及家属讲解疾病相关的危险因素、脑卒中典型的发

作症状以及其他康复期间注意事项［8］，依据个体制

定出个性化的健康教育课程，鼓励患者和家属之间

的默契配合交流，共助患者健康的预后。

1.3　研究观察指标

1.3.1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　本研究

使用此量表是为了评定脑卒中患者康复期间所出现

精神病性症状的严重程度，可以显著表示患者是以

阳性症状为主还是以阴性症状为主，以便临床护理

做出针对性干预。主要由 7 项阳性量表、7 项阴性量

表以及 16 项一般的精神病量表组成，必须由经过量

表使用和训练的精神科医生来对患者作出相应的精

神检查结合临床检查以及病人的有关信息来进行评

定［9］；

1.3.2　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症状自评量表（SCL-90）　SAS 以及 SDS 均

包括了 20 项题目，依据四级评定法。总分为 80 分，

标准得分即为总分 ×1.25 后所得整数，SAS 评分超

过 50 即表示存在焦虑，SDS 评分超过 53 分即表示存

在抑郁［10］。所有得分越高即表示焦虑或者抑郁症状

越严重。

症状自评量表（SCL-90）包括 10 个项目，采取

五级评定法，评定患者的整体精神心理状态。所得

分值越高即表示精神心理状态障碍程度越严重。

1.3.3　生活质量量表（SS-QOL）和功能独立性

量表（FIM）　脑卒中患者专用的生活质量量表 SS-

QOL，包括 49 个项目，12 个领域，采取五级评定法，

分值越高表示受测试者健康状况越好。

功能独立性量表 FIM 是为了检测患者的生活自理

能力，量表共 16 个问题，总分值范围 18～126 分，所

得分值越高即表示受测试者的生活自理能力越好［11］。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

概率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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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间患者护理前后 PANS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各项 PANSS 评分，组间差异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措施后，两组

的 PANSS 评分较护理前均降低（P<0.05）；且相比于

对照组，研究组患者的评分下降更加明显，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下表 2。
表2　组间患者护理前后PANSS评分对比表（x±s，分）

PANSS
评分

研究组（n=88） 对照组（n=88）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总得分 36.5±3.7 22.3±1.2* 35.9±3.6 29.6±5.4 3.452 <0.05

阳性症状 19.7±4.5 13.6±3.3* 19.6±4.3 17.5±3.8 4.263 <0.05

阴性症状 21.4±5.8 14.6±3.7* 21.1±5.5 18.6±4.5 3.492 <0.05

一般症状 30.5±7.5 21.3±2.8* 29.8±7.4 25.7±8.7 3.894 <0.05

注：与对照组护理后相比，*P<0.05
2.2　组间患者 SAS、SDS 以及 SCL-90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 SAS、SDS 以及 SCL-90 评

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 经过各组的护理

干预，两组的 SAS、SDS 以及 SCL-90 评分均降低

（P<0.05）；且研究组患者的 SAS、SDS 以及 SCL-90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下表 3。

表3　组间患者SAS、SDS以及SCL-90评分对比表（x±s，分）

评分 研究组（n=88） 对照组（n=88）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SAS 60.92±6.54 46.83±5.21* 60.28±5.89 54.28±6.94 3.012 <0.05

SDS 58.73±5.28 48.37±5.11* 58.98±5.29 52.38±6.39 3.232 <0.05

SCL-90 166.94±21.38 94.38±12.23* 169.17±18.39 121.95±14.87 4.693 <0.05

注：与对照组护理后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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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目前脑卒中老年患者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来

自家庭的关心也越来越少，继发出现各类的精神心

理障碍以及社会问题，最终影响肢体功能的健康恢

复，甚至出现人际交往障碍，生活质量出现下降［12］。

针对所出现的心理问题以及可能原因，需要适当的

护理干预来帮助改善患者不良的生活心理状态，同

时提供应对技巧，提高患者的心理素质，增强心理

健康程度，有效促进社会功能恢复。

如何有效的帮助此类患者在最大程度上恢复肢体

运动功能以及日常行为能力，针对心理障碍的调整措

施必不可少，心理疾患继发而来的肢体障碍以及生活

能力下降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而临床针对性的护理

工作能够从多方面的角度出发，针对所出现的心理障

碍性问题提供优质的护理干预，会明显改善患者的心

理状态，这也将护理工作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13］。国

内外针对脑卒中患者的最佳临床护理工作早已进入研

究阶段，但是却并没有较多的研究注重于此类患者继

发的心理疾患，同时也很少关注继发性焦虑、抑郁等

心理疾病对于本病的预后影响。

脑卒中患者常见心理状态主要有焦虑、恐惧、

抑郁、自卑等，焦虑和恐惧比较常见，由于脑卒中

发病较急，多数预后较差，患者对疾病认识又比较

少，对于自己后期的转归以及预后都存有担心、不

安，发病后不能接受现实情况，继而恐惧、烦躁不

安、焦虑［14］。而抑郁不仅会使患者受损的神经功能

很难恢复，也会增加脑卒中患者的病死、致残率。

尤其是老年患者，病后极易产生心理上的负担，情

绪极度低落，少言、失眠、缺乏信心、失望甚至是

绝望。而脑卒中发病后，患者失去了以往的健康，

害怕失去家人的关心，受到冷落，继而情绪低落，

少言寡语，不与人交往，心理上又害怕孤独［15］，害

怕亲朋好友离开他，对治疗一度失去信心，甚至是

消极抵制治疗，影响治疗效果。最后，由于老年人

本来就猜疑心较重，加上疾病的困惑，认为病情较

重，就会不断的怀疑家人、朋友甚至是护士、医生，

继而刻意隐瞒病情，出现易激惹，对外界的任何刺

激都会显得异常敏感，时间一长，自然自信心会受

挫［16］。

本研究通过护理干预前后患者的焦虑、抑郁

以及其他精神病症状的评定量表和生活自理能力

等评分的差异，发现综合性的护理干预后，患者

的 PANSS 评分下降明显，同时 SAS、SDS 评分以及

SCL-90 评分在护理干预后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而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功能方面的 SS-QOL、FIM 评

分，研究组患者的评分同样显著高于对照组。可见

综合护理干预后，脑卒中患者的精神心理障碍改善

程度以及生活质量和自理能力均显著优于一般护理

后。娄军芳［17］等研究同样发现给予针对性的心理护

理干预后，脑卒中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会有较为明

显的改善，对于患者良好的预后具有很大的帮助，

与本研究观点较为一致。临床针对性的综合护理干

预，是一种有效的缓解脑卒中患者康复阶段所出现

的精神心理障碍的护理方式，对于提高患者的各项

功能以及生活质量具有明显的帮助，有利于配合临

床治疗工作，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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