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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后抑郁患者的心理支持护理效果观察

张蓉华 、 何玉蓉 、 杨晓华 、 王玉珍

【摘要】 目的　观察高血压脑出血后抑郁患者的心理支持护理的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1� 年

� 月至 201� 年 4 月高血压脑出血后抑郁患者 �0 例，根据护理方法的不同分为观察组（n= 40）和对照

组（n= 40），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患者本人、患者

家人及社会等多方面的心理支持护理干预，两组均护理 � 个月，于干预前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者的情绪，并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74）评价

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情况，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HAMD 及

SD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观察组干预后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各维度评分

均优于对照组（P< 0.0�），而物质生活没有显著差异（P> 0.0�）；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00％（��/40）

明显高于对照组 77.�0％（�1/40）（P< 0.0�）。结论　心理支持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高血压脑出血后抑

郁患者抑郁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并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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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upport nursing strategies to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hypertensive cere-
bral hemorrhage　ZHANG  Ronghua，HE  Yurong，YANG  Xiaohua，et al. Guangyuan center hospital，Guangyuan 
628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upport nursing strategies to patients with depres-

sion after 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8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cerebral hemorrhage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5 to April 2016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n=40）and control group（n=40）.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medicine 

treatment and routine nursing care.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 routine medicine treatment and the psy-

chological support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duration of treatment were 3 months.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and the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GQOL-74）were used to assess the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and the rate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HAMD and SDS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scores of physical health，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rate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95％）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77.50％）（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

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ment the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Key words】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Depression；Psychotherapy；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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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是一种常见的自发性脑血管疾病，

由脑内动脉、静脉或毛细血管破裂而导致的。其发

病率、死亡率和致残率均较高［1-2］。而随着医学技术

及观念的发展，该病发生及其预后受心理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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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护理干预对改善患者负性

情绪有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探讨心理支持干预对

高血压脑出血抑郁患者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4 月高血压脑出

血后抑郁患者 80 例，根据护理方法的不同分为观察

组（n=40）和对照组（n=40），纳入标准：均经 MRI

或 CT 检查确诊，并符合高血压脑出血诊断标准［3］，

年龄 60 岁以上的首次自发性脑出血患者。排除标准：

有严重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不全者，存在凝血

功能障碍等血压性疾病者，意识模糊、眩晕、行动

障碍、偏瘫等不能自理症状者。观察组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 60～79 岁，平均年龄（68.27±2.36）岁，

出血量 35～50mL，平均（44.32±2.45）mL，出血部位：

12 例脑叶、14 例幕下、14 例基底节，文化程度：31
例初中及以下，9 例高中及以上；对照组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60～78 岁，平均年龄（68.24±2.38）岁，

出血量 35～51 mL，平均（44.34±2.41）mL，出血部

位：13 例脑叶、15 例幕下、12 例基底节，文化程度：

30 例初中及以下，10 例高中及以上。两组在性别、

年龄、出血量、出血部位以及文化程度等基础资料

上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和常规护理，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患者本人、患者家人及社会

等多方面的心理支持护理干预，两组均护理 3 个月。

心理支持：（1）对患者本人健康指导。患者产

生负性情绪的原因主要来自疾病本身的影响，除此

之外还有年龄和体质等因素。因此，应对患者积极

进行关于高血压脑出血方面的用药指导、饮食指导，

常识普及和心理疏导等健康指导，其中心理指导指

导患者培养兴趣爱好，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增强患

者的自我认同感和社会存在感，医护人员与患者直

接的沟通交流，耐心的倾听患者的烦恼，对患者情

绪进行宽慰和稳定，使患者树立信心。可分阶段针

对性的对患者的抑郁情绪进行干预，①第一阶段：针

对每位患者的情况开展个别心理访谈，并将访谈结

果整理收集为个体资料，从而可对患者产生抑郁情

绪的背景进行了解，通过整理的各案例资料信息，

进行心理支持治疗方案的初步制定，交由心理治疗

和精神科专家进行审核讨论列出关键问题，并根据

问题有针对性的对患者的心理进行积极引导。②第

二阶段：营造氛围，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让患者积

极主动参与，运用倾听及语言技术，帮助患者对不

良情绪进行适当的释放，并鼓励患者勇于表达自己

的想法及情绪体验，准确及时的识别患者的负性思

维，发现患者认知歪曲时，协助其暴露并加以讨论

检验、合理的推论，以对干预的目标进行确定。③

第三阶段：给予患者倾听并理解，以及进行正性反

馈，及时有效的引导认知上的误区，并对患者进行

反复分析以改变其负性思维，采用合理的认知帮助

患者代替负性想法。④第四阶段：进行心理指导性

干预措施，关注、解释及确认抑郁患者提出的问题，

使患者疑惑减轻，增加患者安全感，激发起其对未

来生活的向往。（2）家人支持。①要求家人要对患

者持以友善、谅解和关怀的态度，耐心聆听患者的

想法，也要避免对患者过度关照，容易使患者怀疑

自身价值生，长期以往，也容易导致其不良情绪的

产生，强调平等相处，坦诚沟通，适当尊重患者的

意见，不要一味只将患者看成患者，需要家人以正

常的家庭成员看待患者，相互沟通交流，增强患者

的自我认同感。②也可将患者家庭成员集中进行心

理健康教育，使家庭照顾者之间积极交流经验心得，

帮助彼此纠正错误的认识、行为模式和应对方式，

从而有利于帮助患者缓解不良情绪。（3）社会支持。

营造舒适氛围，促进患者加强与外界交流，掌握患

者的基本情况，护理人员定期电话回访或上门家访，

以及发放健康指导传单等，在患者住院期间让家庭

亲属和单位领导等与患者多交谈，让患者感受到关

怀，减少其负性情绪，共同促进疾病的恢复。

1.�　观察指标

（ 1） 采 用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 H a m i l t o n 

Depression Scale，HAMD）［4］评估抑郁情况：总分在 8
分以下为正常，没有出现抑郁；8～20 分为有抑郁症

出现的可能；20～35 分为确定有抑郁症；总分在 35
分以上的为患有严重抑郁症。

（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5］评估抑郁情况：评分在 50 分以下为没有抑郁；

评分在 50 分以上为有抑郁情况出现；50～59 分为轻

度抑郁；60～69 分为中度抑郁；70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3）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74）［6］

以物质生活维度、躯体健康维度、心理健康维度、

社会功能维度 4 个子量表评价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

量情况，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4）护理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较满意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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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95.00％（38/40）明显高于对

照组 77.50％（31/40）（P<0.05），如表 3 所示。
表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非常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n=40） 24 14 2 95.00％（38/40）
对照组（n=40） 18 13 9 77.50％（31/40）

χ2 5.165
P P<0.05

3　讨论

脑出血也称脑溢血，其首要危险因素是脑部小动

脉发生硬化形成微动脉瘤［7］。随着 CT 等新技术的广

泛应用，提高了高血压脑出血的诊断的准确率及手术

的准确性，减少了脑组织的损伤［8］。但急性期过后，

患者会因疾病本身以及疾病后遗症而产生焦虑、悲

观、紧张等负性情绪，影响患者的康复，负性情绪会

还增加交感神经兴奋性而使心肌耗氧量加大，从而诱

使患者血压升高并引发再次出血［9］。因此，在治疗躯

体疾病的同时医护人员还应注重患者的心理状况 ［10］。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在心理支持干预后 HAMD 及

SDS 评分均较对照组降低，且改善了躯体健康、心

理健康、社会功能，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高血压

脑出血患者受到病情的影响，极易出现抑郁情绪，也

易产生无助甚至迁怒情绪［11］。因此，需对患者进行健

康的心理指导，除了疾病本身外，患者还担心病后丧

失工作及生活能力，为将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累赘而顾

虑，因此患者家人和社会因素也至关重要。如果缺乏

家庭和社会的关怀支持，可能导致病情加重［12］。长期

抑郁情绪不仅不利于患者的康复，还能诱发脑出血复

发，因此，心理支持对于稳定病情具有重要意义。心

理指导主要是为了稳定患者的情绪和培养积极情绪，

使患者心理调节能力得到改善及心理承受能力增强，

从而对患者产生潜在的有利影响［14-15］。本研究结果表

明：分阶段针对性的对患者进行的心理指导有助帮助

患者从消极情绪中走出。而且家庭成员积极参与能够

有效的改善患者不良情绪，使患者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得到最大限度地提高，使患者的生活质量能得到更好

的保障［16］。而加强患者社会支持护理，使其个体感受

到来自家庭及社会中的尊重、支持和理解，有利于提

高其情感领悟和生活质量［17］。

综上所述，心理支持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高血

压脑出血后抑郁患者抑郁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但本研究样本量

较小，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心理干预的疗效，

进一步优化心理干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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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士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t 检

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后抑郁情况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的 HAMD 及 SDS 评分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 HAMD 及 SDS 评分（P<0.05），如表 1 所示。

表1　两组患者HAMD及SDS评分比较（分）

组别
HAMD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0） 26.24±0.47 6.25±0.35 56.73±2.41 45.34±1.34
对照组（n=40） 26.26±0.42 9.22±0.24 56.74±2.38 51.25±2.52

t 0.201 44.265 0.023 13.101
P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后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干预后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

各维度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而干预后物质

生活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所示。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后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 时间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状态

观察组（n=40）
干预前 42.32±5.32 34.57±5.26 31.25±5.17 23.21±4.14

干预后 63.48±5.16ab 64.16±7.58ab 53.25±5.39ab 34.26±4.22ac

对照组（n=40）
干预前 42.29±5.43 34.56±5.24 31.28±5.14 23.22±4.11

干预后 51.56±5.28a 53.33±7.31a 45.17±5.63a 34.35±4.22a

注：与同组干预前相比，aP>0.05；与对照组干预后相比，bP<0.05；与对照组干预后相比，c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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