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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脑外伤所致抑郁障碍患者的疗效

张会仙 1 、 鱼　红 2 、 沙　乐 3 、 曹维娜 2 、 郭　婷 2

【摘要】目的　分析综合护理干预对脑外伤致抑郁障碍患者效果以及对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近 2 年收治的 82 例脑外伤致抑郁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 41 例。对照组采取临床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合并临床综合护

理，对比两组患者的抑郁症状改善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汉密顿抑

郁量表（HAMD），郁自评量表（SDS），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和运动功能评分（FMA）评分，组

间无明显差异（P> 0.05）。经护理干预后，HAMD、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ADL 评分、 

FMA 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临床综合性护理干预可更好地改善脑外伤致抑郁患者的抑郁症状，降

低临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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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used by traumatic brain in-
jury　ZHANG Huixian，YU hong，SHA Le，et al. Shaanxi People's Hospital，Xi’an 71006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used by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ethods　82 case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used by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our hospital in recent 2 yeays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41 cases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ar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n  the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in-

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HAMD，

SDS，ADL and FMA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were all better in the both two groups than that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nwhile the 

scores of HAMD and SD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scores of ADL and 

FM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

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P<0.05）.Conclusion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used by traumatic brain 

injury，meanwhile it can improv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Key words】Traumatic brain injury；Depression；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Adverse reaction；Ac-

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抑郁障碍是脑外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后患者常见的精神问题，抑郁障碍在脑外伤后

患者群体中的发病率为 6％～77％［1］。精神障碍诊断

和统计指南制定的可靠和经验性抑郁诊断标准指出

TBI 后抑郁症的发生受脑外伤急性期、恢复期、慢性

期不同阶段的因素影响，也有报道表示［2］，脑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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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纳入标准　体征稳定、意识清醒、疾病

处于恢复期的患者，有能力自我完成或由他人协助

完成量表调查的患者。

1.1.3　排除标准　排除合并有严重心、肝、肾、

肺等重要脏器疾病患者，排除既往精神障碍个人史、

家族史患者，排除合并有其他重型精神疾病、精神

发育迟滞、痴呆及严重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排除长

期使用镇静剂、抗抑郁药物、促智药物的患者，排

除未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的患者。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临床常规护理，护理内容包括

有病房环境护理、用药护理、健康教育、饮食护理

等，主要注重生理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采取集生理 - 心理为一体的综合性护理，护理内容

如下：

1.2.1　良肢摆放护理　保持良肢合理体位是防

止痉挛姿势发生的措施，属于保护肩关节、早期诱

发分离运动的治疗体位。通常在脑外伤患者的良肢

摆放护理要求患侧上肢为伸展位，将上肢放于软枕，

肩外展 50°，内旋 15°，屈 40°，手指呈关节舒

展状态。患者下肢取屈曲位且踝关节为中立位，背

屈 90°，伸展髋部、膝部，避免髋内、外旋。若发

现患者有屈曲倾向，患者于仰卧位时应于患侧骨盆

下方位置垫软枕，避免骨盆后坠。患肢下方铺垫软

枕避免患侧下肢外展外旋，对于有踝关节内翻、跖

屈的患者，应在患者足底安放维持踝关节背屈、外

翻位的足底板。对于足内翻、伸肌张力高患者勿取

仰卧位，应经常实施病侧卧位、健侧卧位的两者更

换，若需用仰卧位则应骨盆下垫枕。可在患者膝下

垫置海绵，并让患者膝关节轻度屈曲位，防止患者

发生强烈的伸肌痉挛。

1.2.2　并发症预防护理　加强临床观察，头位

取偏向一侧，防止患者颅内压增高引发呕吐，防止

误吸。加强饮食护理，遵循由少渐多，由稀到稠的

饮食过渡原则。鼓励患者早期实行床上康复训练活

动，防止压疮及深静脉血栓发生。保持会阴干净，

加强排便护理，小便失禁者可留置导尿管，护理过

程中严格实施无菌操作，避免尿液反流发生。每日

加强排痰护理，协助患者翻身排痰，防止肺部感染

发生。每日可定时为患者实施腹部按摩，促进胃肠

道蠕动，降低腹泻、便秘的发生率。

1.2.3　康复训练　①被动训练及按摩，生命体

征稳定期间早期实施对患者的肢体按摩，主要实施

安抚性按摩、揉搓、拍打等。被动训练方面，主要

实施上下肢各个关节的被动运动，由上至下，由近

至远，做规律被动运动，防止患者关节挛缩、肌肉

萎缩，在实施被动训练过程中动作尽量轻柔，速度

缓慢，防止造成训练损伤。②主动训练，主动训练

主要包含有 Bobath 握手、桥式运动、床上翻身移动、

起坐运动、日常生活训练等，训练条件要求患者意

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讲究循序渐进、动静结合。

1.2.4　音乐疗法护理　1）音乐倾听，由取得国

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的主管护师为实行该项护理，

根据患者的年龄、文化水平、音乐喜好及鉴赏能力来

播放音乐，如播放《圣母玛利亚》、《小夜曲》、《圆舞曲》

等。2）音乐回忆，再倾听舒缓的音乐同时，引导患

者勾起回忆，释放患者内心情绪。3）音乐律动，让

患者跟随音乐活动四肢，通过音乐的刺激来培养肢体

协调力，释放负性情绪。4）听音辨器，播放不同乐

器独奏，让患者辨识乐器种类，提高患者对乐器的辨

后时间越长抑郁障碍发病率会随之增加，临床住院

期间全面合理的护理干预，对患者的抑郁发病率或

症状改善有积极意义，对降低临床不良反应有重要

作用［3-4］。因此本文探讨我院收治的 82 例 TBI 后抑郁

患者的临床护理，并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病例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

准，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治于我院的 82 例

TBI 后抑郁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精神障

碍诊断与统计指南中的抑郁障碍诊断标准。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 41 例，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脑外伤发病部位等一般资

料对比无显著性差异（表 1，P>0.05），有可比性。

表1　两组患者病例基础资料对比

组类
性别

（男/女）
年龄

（岁）

脑外伤发病部位

硬膜下血肿 硬膜外血肿 脑挫裂伤并轴索损伤 脑挫裂伤并蛛网膜下腔出血

观察组 26/15 16-61 18 10 2 11

对照组 24/17 17-60 19 10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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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度，通过此项训练可以提高患者听力辨识度，提高

患者自信心，降低抑郁程度。5）出院指导，出院建

议患者学习奥尔夫音乐，培养患者对奥尔夫简单乐理

知识的掌握，让患者学会奥尔夫音乐指挥及演奏，将

发展出来的情绪作为治疗动力，缓解患者抑郁情绪状

态。其次，对于无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鼓励患者音乐

伴舞，让患者感受到音乐及舞蹈的快乐，释放内心压

力负担，培养患者与他人的主动交际能力。

1.2.5　团体心理疗法护理　团体心理疗法 1 次

/w，45min/ 次。对患者团体进行知识讲解、组织团体

活动、引导患者情绪调整等。1）知识讲解，向患者

及患者家属讲解治疗的意义，讲 TBI 后致抑郁的病

因、性质、症状，提高患者及患者家属对疾病的认知

度。2）组织团体活动，组织团体活动增强患者之间

的相互了解，鼓励患者勇于表达自我，培养患者在团

体活动的社交礼仪，学会与他人友好相处，并通过活

动让患者学会积极看待事物。如开展自画像、讲故

事、健康操等活动，促进患者对自我及他人感受能力

的提升，并循序渐进的提高患者各项社会能力，改善

精神状态。3）情绪调整，可以引导患者对自我感受

进行诉说，注意言语的引导性，比如对使用“我很认

同 ···，我能感受到你 ···”的词语，并向患

者讲解情绪的产生，让患者明白情绪对自我的不利影

响，提高患者自我认知能力。向患者交流对各类情绪

的反应及正确处理方式，分享正确处理的经验，并讨

论自身的看法，让患者明白什么是负性思维，在整个

情绪调整引导过程中注重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1.2.6　家庭延续护理　1）家庭健康教育，健康

教育内容与团体心理疗法中的知识讲解一项内容一

致，并将内容细化，并推荐会发放相关科普读物，

提高患者及患者家属对疾病的认知。2）相互支持，

指导家属与患者达成相互支持，以获取信任及允许

的前提下，讨论内心秘密及心理冲突，认识到彼此

处境与困难，促进互相协助，共同解决问题。通常

应先建立信任和共同目标，再分享理解个人关系和

问题，理解自己以及患者、家庭的重要需求，想其

他成员学会应对技巧和患者的行为管理，达到互相

支持状态。3）家庭行为疗法，同样是先建立信任和

共同目标，然后总结家庭干预会议内容，内容通常

包含有 TBI 后抑郁症状相关知识、心理功能对疾病

的影响、家庭内外应激对复发影响。其次是教育和

练习交流技巧，教育和练习解决问题，讨论家庭干

预的理论知识，评估未来对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情况。

1 次 /w，每次不低于 2h。

1.3　观察指标

1 .3 .1　 生 理 功 能 评 估 指 标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ADL）量表评分评定：ADL 满分为 100 分，评分

>60 分基本独立完成，60～41 分需要帮助，40～20
分要较多帮助，<20 分完全需要帮助。运动功能由

Fugl-Meyer 运动功能积分法（FMA）评分评定，得分

越高表示运动功能越好。统计患者临床不良反应发

生类型及发生率。

1 .3 .2　抑郁程度评估指标　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17 项版本评分：＞ 24 分为重度抑郁，

18～24 分为中度抑郁，7～17 分为轻度抑郁，＜ 7
分为正常。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 53 分为无

抑郁，53～62 为轻度抑郁，63～72 为中度抑郁，＞

72 为重度抑郁。

1 .3 .3　抑郁症状疗效评价　按照中华医学会

神经科学会拟定的标准评价疗效，护理干预后，以

HAMD 减分率来评价疗效。痊愈：减分率＞ 75％；显

效：减分率＞ 50％，且＜ 75％；有效：减分率为＞

25％，≤ 50％；无效：减分率≤ 25％。

1.4　统计学处理

两组结果应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分析，两组

干预前后精神疲劳感及焦虑、抑郁情绪比较采用

（x±s）表示，组间计量资料比较应用 t 值分析，依

从性采用百分比（n，％）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代表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活能力及运动功能评价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 ADL 和 FMA 评分，组间无

明显差异（P>0.05）。经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 ADL

评分、FMA 评分均较护理前升高，且观察组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结

果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ADL、FMA评分对比（x±s，分）

组类
ADL FMA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1） 41.35±5.62 78.92±8.65 81.31±3.62 98.27±4.12 

对照组（n=41） 43.35±6.17 53.35±8.04 83.68±3.46 90.46±3.78            

t 1.347 3.864 2.707 4.518

P >0.05 ＜0.05     >0.05 ＜0.05

2.2　抑郁评分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 HAMD 和 SDS 评分，组间

无明显差异（P>0.05）。经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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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D 和 SDS 评分均较护理前降低，且观察组评分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

结果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的护理后的HAMD、SDS评分对比（x±s，分）

组类
HAMD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1） 21.37±3.41 7.12±2.02   70.69±4.35 54.4±8.2

对照组（n=41） 22.03±2.84 10.45±3.24    72.17±3.87 61.1±12.1

t  5.147 3.855 4.673 2.935

P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临床疗效

由表 4 可见，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4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治疗临床疗效对比（n，％）

组类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n=41） 16（39.0） 14（34.2） 6（14.6） 5（12.2） 36（87.8）

对照组（n=41） 11（26.8） 12（29.3） 7（17.07） 11（26.8） 30（73.2）

χ2 6.790

P ＜0.05

2.4　不良反应  

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比（n，％）

组类
电解质

紊乱
压疮

肺部
感染

消化道
不良反应

总发生

观察组（n=41） 1 0 1 1 3（7.32）

对照组（n=41） 2 1 2 5 10（24.39）

χ2 10.921

P ＜0.05

3　讨论

因脑外伤后患者通常有不同程度的肢体功能障

碍，担心无法恢复运动功能以及经济因素、社会因

素等各项因素的影响，患者易发生抑郁障碍。TBI 后

抑郁障碍通常临床多表现为悲伤、沮丧、易怒、易

激动、易争吵等，严重可出现食欲减退、体质量下

降、精神运动性抑制、思考能力下降、自杀倾向，

极为不利于患者的病情康复。

目前普遍认为［5-6］，针对 TBI 后抑郁障碍患者使

用药物治疗，并不能获得满意的临床效果，因此目

前临床多趋向于药物与心理护理的联合干预。在心

理护理中，音乐护理通过有步骤有计划的音乐疗法

逐步实施，可以让患者的心理防卫减少，通过讲课

与实践的有效结合，能够让患者展开对自我的客观

分析，利于对心理潜能的挖掘。有文献报道表示［7］，

音乐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作用，通过音乐

治疗可以促进患者的人际交流能力提升，对患者的

社会意识、生活信心逐步培养。另外，从心理护理

中的团体心理护理干预来看，有学者认为团体心理

治疗的改变得益于 12 种交互作用的疗效因子［8］，但

各类疗效因子的重要性与团体治疗的理论取向、不

同的治疗阶段及团体成员的个体差异有显著相关性。

团体心理治疗利用团体动力学原理，借鉴了同伴匹

配、同伴调节的治疗原理，以团体为实施对象，以

心理干预为实施方法，通过各项行为疗法、情感疗

法、认知疗法等来消除或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利

用集体思维产生积极效应。从本文的研究对象来看，

所有患者均有类似患病经历、社会问题、情感感受，

这有利于患者敢于自我表达，降低心理防卫，具有

一定共情心理。从家庭支持护理来看，首先可以改

善患者家属抑郁障碍的认知，能够以科学正确的认

知来提高对患者的照护干预能力，这对 TBI 后抑郁

患者的生存质量改善有重要意义。有报道表示［9-10］，

患者家属缺乏对抑郁症相关知识的认知、患者家属

心理负担重可增加患者抑郁复发的危险性，因此家

庭支持疗法将患者与患者家属共同实施对疾病的了

解，增加彼此沟通时间，以提高认知来改善双方心

理状况，降低疾病复发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此外，尽快让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及早回

归家庭和社会，是脑外伤康复理念的重要思想，同

时也是患者、患者家属的迫切愿望。现代康复医学

认为，脑外伤患者生命体征处于平稳期后，及早对

患者实施康复护理，对患者的心理、生理康复具有

重要价值，且该观点得到多数研究的认同与证实［11］。

也有报道表示［12］，康复训练能够促进颅脑外伤患者

脑功能恢复，加上神经具有可塑性，通过各种训练

能够逐渐让患者神经功能、运动功能等得到不同程

度康复。

基于常规护理上，为证实心理疗法护理联合

脑外伤的康复护理综合护理优越性，观察组采取

了综合心理 - 生理护理为一体的护理措施，经研

究结果发现，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HAMD 和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ADL 评分和 FMA 高于对照组（P<0.05），

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由此也

肯定综合性护理对 TBI 后抑郁患者的症状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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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临床不良反应的降低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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