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6 年第 43 卷第 6 期 - 1077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系统护理在多发脑梗死伴发精神障碍患者中的效果分析

胡作华 、 孙文莉 、 叶雅玲 、 王　华

【摘要】目的　观察多发脑梗死伴发精神障碍患者辅助系统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

我院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收治的 84 例多发脑梗死伴发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2 人。 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临床基础治疗，对照组采取传统护理，观察

组采用综合系统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脑梗死康复情况、精神障碍恢复状态以及患者后遗症发病

率。结果　通过对两组患者不同护理方案对比观察，观察组脑梗死患者在神经缺失功能恢复（3.21±

1.34）、自主活动能力恢复（40.47％）以及后遗症发生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结论　多发性脑梗死患

者经心理护理后，患者对医生治疗期间的配合力度得到有效改善，为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便利，

通过系统化护理患者的精神障碍及后遗症均得到有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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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systemic nursing on the patients with multiple cerebral infarction complicat-
ed with mental disorders　HU Zuohua，SUN Wenli，   YE Yaling，et al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Xi'an 
71003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multiple cerebral infarction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by the system 

application effect after nursing. Methods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4 to September 2015 were treated 84 

patients with multiple infarction with mental disorde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system，

each group of 42 peopl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he same basic therapy，the control group for the tra-

ditional care，observation group （psychological + exercise + diet + massage）integrated system of care，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rehabilitation，mental disorders and restore the state sequelae 

patient morbidity. Results　By comparing two groups of patients in different care programs observation，the observa-

tion group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neurological deficit functional recovery （3.21±1.34），independent activ-

ity recovery （40.47％）and sequelae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Multiple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psychological care，patients with a doctor during treatment efforts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atients facilitated by systematic care of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nd sequelae have been ef-

fectively reduced.

【Key words】Multiple cerebral infarction；Mental disorders；Care system

脑梗死多由于局部组织供血不足或长期淤血引

起患处组织细胞坏死。随着年龄的增长及工作压力

的加大，饮食不规律及心理压力等原因导致心脑血

管疾病发生率逐年上升，长期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引

起脑缺氧、脑缺血及颅内压升高等现象［1-2］，最终导

致脑组织软化或坏死，因此有效调整日常饮食及工

作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从而根本上解

决脑部梗死的发生。大脑是神经的指挥中心，大脑

梗死往往容易导致机体组织器官功能异常如说话障

碍，饮食味觉丧失、行走不稳或生理问题不能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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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容易造成患者的生活及工作的困难，最终引起

患者精神障碍等现象。对脑梗死的传统治疗主要以

活血化瘀，疏通血路等治疗为主，同时结合对症辅

助治疗局部偏瘫等，尽可能降低因脑梗死导致的后

遗症［3］。但是脑梗死给患者带来的危害不仅在身体

上，同时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患者精神障碍的发生率。

如何解决患者精神障碍以提高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目前逐渐被许多医院重视［4］。本研究采用全面的系

统护理对伴精神障碍的脑梗死患者实施治疗，以有

效验证综合系统护理对伴发精神障碍的脑梗死患者

的治疗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收治的 84 例

伴发精神障碍的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各 42例，所有患者入院确诊后均予以基础治

疗，此外，观察组采取综合系统护理，对照组采取常

规护理，收集患者性别、平均年龄、脑梗死病程及精

神障碍病程等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两组差异不

明显（P>0.05）。该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后

进行，所有研究对象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

组别
数量

（人）
性别

（男/占比）
平均年龄

（岁）
脑梗死病程

（天）
精神障碍
病程（天）

对照组 42 21 / 50％ 57.3±11.2 1.94±0.93 10.1±5.2

观察组 42 19 / 45％ 60.2±8.4 2.11±0.45 11.1±3.9

1.2 　治疗及护理方法

两组患者均经过头颅 CT 检测和 MRI 检查以确

诊为脑梗死，所有患者均接受相同的活血溶栓药物

治疗、电解质水液及酸碱平衡调节、神经营养药品

及抗血小板凝集等药物辅助治疗，同时使用相同的

吸痰吸氧设备，并时时监控患者心脑电波。对照组

接受上述药物治疗过程中观察并记录患者的精神状

况变化。观察组在上述传统药物治疗的同时，进行

中医穴位按摩、心理护理、饮食及运动综合护理调

节。具体做法如下：

1.2.1　中医穴位按摩疗法    利用中医通经络，

除湿痹以辅助治疗脑梗死患者，同时对患者痪肢进

行按摩以防止关节功能丧失，依据辨证选穴，对头

部疼痛患者进行太阳穴、风池穴及印堂穴位按摩；针

灸通经络的穴位主要以人中、中冲进行血针治疗，

足三里注射当归注射液，合谷穴、凤池穴等进行留

针通穴，每日对上述学位针灸 1 次。

1.2.2　饮食及运动调节    非鼻饲患者饮食上以

含盐低、含脂肪低、低胆固醇，富含复合维生素和

高蛋白的清淡饮食为主；鼻饲患者以营养丰富消化率

高的流食为主。脑梗死患者因栓塞阻碍语言神经及

运动神经，因此提高语言及肢体运动功能训练，可

以提高神经反射，肌肉功能不强患者可以进行下床

辅助训练，提高肌肉收缩力，同时辅助患者患肢温

敷维持血液运行，注意保暖防止冻疮等。

1.2.3　心理护理疗法    以沟通为主，提高患者

治疗康复信心，通过康复患者案例共享；同时让康复

成功患者给予交流辅导，提高患者配合治疗力度。通

过增加与护士或家属谈心频率，缓解患者压力。护

士日常沟通教育提高患者对栓塞梗死的认识，并解

释早期接受溶栓治疗的重要性，讲述影响治疗的因

素，针对性培养两盒的生活习惯从而改善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  

两组患者经过不同护理对比分析患者发病病程，

利用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生活活

动能力评分（ADL）、治疗后后遗症（脑水肿、神经

障碍、肢体瘫痪）发生率进行调查综合分析系统护

理对伴发精神障碍的脑梗死患者治疗效果。

1.4　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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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神经功能恢复

变化

两组患者护理前 MIHS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

（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经护理后出现神经功

能异常占比均得到显著下降（P<0.05），两组在神经

功能异常、神经功能缺失评分（NIHSS）中差异显著

（P<0.05）；其中观察组患者神经功能改善显著优于

对照组（P<0.05）。详见表 2。
表2　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神经功能变化评估

组别 人数
神经功能异常患者占比 NIHS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2人 40.48％ 30.95％ 12.17±2.10 6.83±1.91a

观察组 42人 42.86％ 19.05％ 12.09±1.88 3.21±1.34ab

注：与护理前相比，aP<0.05；与对照组相比，bP<0.05。

2.2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活动能力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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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护理前 ADL 评分，组间对比无明显差

异（P>0.05）。经过不同的护理方案后，观察组患者

自主生活能力恢复人数占比（40.47％）显著高于对

照组（23.81％）（P<0.05）；患者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得

到明显改善，对照组护理前后患者生活活动能力差

异性不显著，观察组患者护理治疗后的生活自理能

力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活动能力评估

组别

患者具备自主生活能
力人数占比

ADL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21.43％ 23.81％c 33.06±8.87 31.23±8.61c

观察组 21.43％ 40.47％ab 33.69±7.64 22.17±2.24ab

注：与护理前相比，aP<0.05，cP>0.05；与对照组相比，
bP<0.05。

2.3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治疗后后遗症发生率分析

患者经过不同护理措施辅助治疗后，两组患者

出现不同后遗症症状占比不同，其中对照组的肢体

瘫痪人数（18 人）和神经异常人数（13 人）显著高于

观察组；观察组平准后遗症发病率（19.05±4.47％）

显著低于对照组（49.23±3.5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后后遗症发情况评估（n，％）

组别
脑水肿患者

人数（人）
肢体瘫痪患者

人数（人）
神经异常患者

人数（人）
平均后遗症
发病率（％）

对照组 3 18 13 49.23±3.54

观察组 2 5b 8b 19.05±4.47a

注：与对照组相比，aP<0.05。

3　结论

脑梗死发病速度快，损伤范围广，且损伤患部

不具备预测性，提高了患者治愈的风险。同时，脑

梗死栓塞容易导致颅内压升高，患者神经容易受到

损伤，容易导致患者肢体功能异常、语言表达障碍、

生活不能自理从而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生活压力［5-6］。

因此，脑梗死治疗中需要配合溶栓药物治疗，同时

使用酸碱平衡电解质调节血液酸碱平衡，防止因脑

梗死导致具备组织缺氧引起酸中毒［7-8］。血栓的发生

容易损伤神经导致神经传导障碍，因此治疗过程中

选择神经营养药品可以减少患者神经功能失调。

由于脑梗死患者主要集中于高龄人群，患者缺

乏对脑梗死溶栓治疗的正确认识，缺乏治疗信心，

容易出现恐慌和不愿意治疗的心理，导致饮食不规

律精神表现异常等现象［9］。因此临床治疗中为降低

患者的悲观心理，进行心理教育可以缓解患者的精

神压力，让患者心情舒畅配合治疗，提高饮食加快

损伤组织的修复［10］。本研究将治疗成功案例及健康

患者引入到脑梗死待治疗患者的心理教育中，增加

了患者的治疗信心，通过患者家属与康复患者的心

理辅导提高了患者治疗后生活自理能力。脑梗死因

损及神经导致发病速度快，患者如果心理急躁容易

加重发病程度，进行心理护理同样可以减轻患者发

病过程中的急剧性。

脑梗死患者容易出现咀嚼神经受损，导致患者

饮食障碍［11］，因此实施饮食护理，鼻饲或流食引用

可以有效降低患者饮食困难。同时饮食中使用低脂

肪、低胆固醇、低盐及高纤维食物不仅可以减少脑

颅内压升高，同时有效改善患者的咀嚼肌肉功能，

提高味蕾功能，防止食欲减退等现象［12］。

患者出现脑梗死后，容易发生骨骼肌功能障碍，

容易导致患者肢体麻木行走困难，生活不能自理，

本研究实施了穴位疗法和按摩疗法，帮助患者疏通

经络，除去痹症。经过对两组患者实施不同的护理

方案，系统护理组以“心理护理 + 饮食护理 + 穴位按

摩 + 基础治疗”方式对患者进行综合治疗。与对照组

基础治疗相比，系统护理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神经功

能缺失的康复率，改善患者生活自理能力，降低后

遗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整体治疗效果；同时系统

护理组利用心理护理方法改善患者精神紧张，让患

者正确认识脑梗死与血栓，配合溶栓药物治疗；使用

中医穴位针灸及按摩护理，改善患者血液循环，防

止湿痹阻塞经络，改善神经功能，降低脑梗死引起

的肢体瘫痪患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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